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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文昌市潭牛镇中心村委会昌值村
民小组村民徐爱娟遗失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9005105205150022J,原承
包经营权证流水号：文昌农地承包
权（2017)第060968号，声明作废。
●海南中海油棕研究所不慎遗失
开户许可证（账号：2201021009200
098957），核准号：J6410010363601，
特此声明作废。
●黄学亮遗失塔吊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等级）：建筑起重机械司机
（ 塔 式 起 重 ），证 号 ：琼
A042016000398，声明作废。
●秦龙遗失海南省万宁市公安局
警官证，警官证号：050320，特此
声明。

●李香咪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131172，金
额：2,122,532元，声明作废。
●海南华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公
章磨损坏，现声明作废。
●东方大力鑫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
469007060586，声明作废。
●陵水光坡亚娥小卖部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JY14690280005704，现 声 明 作
废。
●保亭保城顺客意快餐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90291510757，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顺客意快餐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35MA5RR2DQ9B，声
明作废。
●曾海华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199846210460028195901252825，
现声明作废。

延期公告
我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原定
于2020年11月3日上午10时举
行的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区（白
马湾·滨海花园）338套商品房拍
卖会，因故延期至2020年11月18
日上午10时,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项目询价公告
兹有海口会展工厂管理有限公司
《门禁管理系统项目》，向社会公开
询价，诚邀有承接能力的供应商报
名参加。获取询价文件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4日 17 点前，联系
人：许工、电话：1390769795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4089号
王庭富向我局申请办理土地证遗
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文明街，面积为
123.29m2经调查，该个人持有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2002-
22-0047)已登报挂失，现我局通
告注销该证，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
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
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琼山
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
我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
产权证》。特此通告。

2020年11月2日

注销公告
海南福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0002015677）拟向三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福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2002002748）拟向三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耀龙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72
12223168）拟向洋浦经济开发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公证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000050386234X7，声
明作废。
●澄迈金江盛达五金建材经销处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文昌重兴盛发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35756，声明作废。
●张太勇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红旗镇龙榜村委会龙榜
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
市集用（2010）第018942号，声明
作废。
●万宁万城贺兽烟花爆竹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9006MA5T369293，
声明作废。
●黄玲海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
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044652，金额：5,885.40元，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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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过后互释暖意 土希能否“冰释前嫌”

去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
权”谅解备忘录，寻求在地中海东部
获得更大面积专属经济区，但遭到
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强烈反对。

今年初，希腊、塞浦路斯和以
色列签署在东地中海铺设天然气
管道协议。8月，希腊与埃及签署
海上边界协议，双方宣布将设立
海上专属经济区。土耳其对此强
烈不满，认为协议涉及区域位于
土耳其大陆架内。此后，土耳其
重启地中海东部争议海域天然气
勘探活动，引起希腊和塞浦路斯
反对。（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深度分析

继两国领导人积极互动后，“地震外交”
一词在土耳其和希腊众多主流媒体占据头
条。舆论普遍期望此次爱琴海地震能成为
改善土希两国紧张局势的契机。

土耳其《新曙光报》文章认为，此次“地
震外交”意义重大。

这并非两国之间第一次出现“地震外
交”。土耳其位于地震多发带。1999年，土
耳其西北部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
成约1.8万人死亡，当时希腊是向土耳其伸
出援手的国家之一。

爱琴海地震发生后，两国民众有关
1999年地震的回忆被唤醒，那时形成的“地
震外交”重新浮现。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新闻事实

此次6.6级地震发生时，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和希腊首都雅典均有震感。主震过后
发生几百次余震，地震还引发了小规模海
啸。地震已导致两国至少81人死亡。其
中，土耳其至少79人死亡、900多人受伤。

米佐塔基斯就此次地震致电埃尔多安，
并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无论我们有什么分
歧，此时此刻两国人民需要团结在一起。”

与在天灾面前两国领导人表示将相互
支持不同，最近几个月，土希双方在东地中
海划界和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争议不断。

近一个月来，土希两国矛盾不断升级。
土耳其10月12日再次向东地中海派出“奥
鲁奇·雷伊斯”号勘探船，引发双方新一轮外
交摩擦。

截至11月2日，土耳其西部、希腊东部萨摩斯岛附近的爱琴海海域发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81人死亡。在10
月30日地震发生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均表示，如果对方国家需要，愿意提供帮助。

有舆论认为，“地震外交”有望成为改善土希两国紧张局势的契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
月1日晚宣布自我隔离，原因是他接
触了新冠病毒感染者，不过他目前自
我感觉“良好”。

谭德塞在社交媒体上说，他被确
定为“某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
的接触者，“我感觉良好，没有任何症
状，但今后数天将依据世卫组织建议
自我隔离、在家工作”。

他强调，遵守防疫规定“至关重
要”，这样做能够“打破新冠病毒传播
链、遏制病毒（传播）、保护卫生系统”。

谭德塞10月26日呼吁全球各地
领导人遵守卫生专家提出的建议，特
别是在当前欧洲和北美地区“确诊病
例和住院人数持续上升”这一“越发令
人担忧”的情况下。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因接触新冠感染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自我隔离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
两名警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模仿《绝
地战警》中一对警察“黄金搭档”的形
象。然而，美国毒品管制局调查人员
发现，这两人勾结犯罪分子，甚至愿意
为贩毒行动充当保护伞。

美联社11月1日援引法庭记录
报道，这两名警官分别名为罗德里克·
弗劳尔斯和基思·爱德华兹。

美国毒品管制局一名线人今年8
月调查南佛罗里达州商人曼努埃尔·埃
尔南德斯涉嫌洗钱和贩毒时，埃尔南德

斯透露有警官为他出力并赚取好处费。
埃尔南德斯曾将弗劳尔斯引荐

给那名线人，弗劳尔斯答应做这笔买
卖，他从线人那里收取5000美元预
付款，5 天后把爱德华兹介绍给线
人。爱德华兹同样收取了5000美元
预付款。事情办完后，线人拥抱两名
警官，对他们说“欢迎加入锡那罗亚
贩毒集团”，两名警官笑着默认。

两名警官上周被捕，他们被控密
谋持有和分销毒品。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黄金搭档”警官涉嫌保护贩毒被捕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日电（记者
鲁金博）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
华·斯诺登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
息称，将申请俄罗斯国籍，从而获得美
国与俄罗斯双重国籍。

斯诺登写道：“在经历与父母长
期分离后，我和妻子不想再和我的儿
子分开，所以我们决定在边境封闭的
疫情期间申请获取美国与俄罗斯双
重国籍。”

斯诺登还写道，他和妻子仍将是
美国公民，他期待重返美国与家人团

聚的那一天。
据俄媒报道，斯诺登已在10月下

旬获得了俄罗斯永久居留权。斯诺登
和妻子目前居住在俄罗斯，他们的孩
子将于近期出生。

2013年，斯诺登通过媒体揭露美
国政府广泛监听国内外电话并监视互
联网通信内容，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
大波。美国政府随后以间谍罪、盗窃
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的
罪名对斯诺登发出通缉。此后斯诺登
获俄罗斯避难许可，在俄居住多年。

斯诺登称将申请俄罗斯国籍

53岁的利安娜·帕特曼-托马斯住在美国大选“摇摆州”之一的艾奥瓦州。今年以前的人生里，她对投票从不上心，
属于民调机构所称的“鲜少投票族”。然而，10月的一天，帕特曼-托马斯现身投票点提前投票。她说，这一次自己的“投
票感迫切”，因为“想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新冠疫情政治化、种族歧视系统化、党派政治两极化这三大美国政治社会新老问题缠绕交织，
为大选涂上难以拭去的底色。

观 天下
新冠疫情新冠疫情 种族歧视种族歧视 政治极化政治极化

20202020年美国大选遭遇年美国大选遭遇

“疫情到底多严重，难道我们无权知晓”

“我们在一条非常艰难的轨道上……方向错误。”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被舆论称为美国“抗疫
队长”的安东尼·福奇几天前忧心慨叹。

截至10月31日，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逾910
万，累计超23万人死亡，均为全球最高。作为全球经
济和科技实力最强、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何以
沦为全球疫情重灾区？

答案或许能从美国抗疫“时间轴”里找到线索：一些
政客漠视民众生命权和健康权，优先考虑选举政治和资
本利益，忽视第一时间收到的疫情预警，贻误遏制病毒
传播的黄金期；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时，他们又出于
政治经济利益考量，无视科学建议和专家警告，放松防
疫措施，导致疫情凶猛反扑……

今年大选有大量美国选民提前现身投票点或选择
邮寄投票，一大原因就是担心11月3日选举日当天选
民“扎堆”投票可能加大病毒感染风险。

塔尼娅·沃伊恰克来自另一“摇摆州”俄亥俄州，是
共和党铁杆拥趸，但这次因政府抗疫表现愤怒不已。
她说，一些政客“戴口罩有一搭没一搭，反复淡化疫情
严重程度，没有一点政治人物该有的样子”。

面对疫情悲剧，66岁的家具销售员比尔·贝韦茨
愤懑发问：“疫情到底多严重，难道我们无权知晓？！”

“每一天都像一道新伤口”

大选在即，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传出的枪声再次引
发抗议和骚乱，让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顽疾无处遁形。

几天前，两名警员与被指手持刀具的非洲裔男子
沃尔特·华莱士当街对峙，将他射杀。死者家人说，华
莱士有精神疾病，事发时家人拨打911电话，意在寻求
医疗急救而不是警方干预。

从濒死哀求“无法呼吸”的乔治·弗洛伊德，到被
白人警察枪击后瘫痪的雅各布·布莱克，再到华莱士
当街遭射杀……他们的不幸既是美国长期系统性种
族歧视的结果，也是疫情下美国少数族裔苦难加剧的
缩影。

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美国非洲裔家庭净资产
为零或负数；非洲裔在教育、工作中遭受普遍的歧视和
欺凌。由于大量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从事更易感染
病毒的工作，且难以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他们的新冠
感染率和死亡率均高于白人……

英国《金融时报》感叹：“没有什么比疫情下的生与
死更能体现美国人的肤色差异。”

对密歇根州非洲裔男子奥马里·巴克斯代尔而言，
“每一天都像一道新的伤口”。他的妹妹拉妮卡3月底
感染新冠去世，几个星期后，他开始自发组织志愿者队
伍，游说选民重视种族歧视问题。

“大选可能成为极端分子的触发器”

前探员汤姆·奥康纳10月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新人上课时，专门提醒学员留意选举前后美国国内
极端分子制造袭击的威胁。按他的说法，大选可能
成为极端分子的“触发器”。

民主、共和两党近年就各自立场针锋相对的情
况愈演愈烈。疫情背景下，这种精英层面的极化政
治加速向社会层面传导，加剧舆论和部分民众行为
的极化。右翼民兵团体“金刚狼守望者”不久前密
谋绑架两名民主党籍州长，即为政治极化撕裂美国
社会的又一例证。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初发布报告指出，据信
为美国国内极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去年导致48
人死亡，比1995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美国战
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美国
国内极端分子密谋和制造61起袭击事件。

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
是世界上极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种族、意识形
态、宗教和地理特性相互强化，加剧了党派分歧，而
不是提供替代的联系。……制度的护栏正被侵
蚀。”选举尘埃落定后，美国社会是会继续“撕裂”，
还是重归团结？大选会给出一个结果，却未必能给
出答案。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背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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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金融信息服务机构 Fn-
Guide11月1日预测，三星电子副会
长李在镕继承父亲李健熙遗留的股权
资产后，将成为韩国最富有股东。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10月25日
因病去世。他过去10年一直是韩国
最富有股东。根据FnGuide 数据，
截至10月29日，李健熙生前持有的
股票市值达17.7万亿韩元（约合156

亿美元），其子李在镕排名第二，名
下股票市值 7.3 万亿韩元（64 亿美
元）；现代汽车集团原会长郑梦九持
股市值达 4.5 万亿韩元（39.6 亿美
元），排第三。

根据 FnGuide 预测，继承遗产
后，李在镕持股市值将增至11.3万亿
韩元（99.5亿美元），成为韩国最富有
股东。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三星接班人李在镕或成韩国最富股东

11月1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省地
震灾区，一名男子走过一幢在地震中受
损的大楼。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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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阿富汗喀布尔，一名伤者被送上救护车。
阿富汗内政部2日说，位于首都喀布尔西部的喀布尔大学当天遭武装分子

袭击，目前交火已经结束，袭击造成包括3名袭击者在内的22人死亡，另有22
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阿富汗喀布尔大学遇袭 22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