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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临时总统“闪辞”接任者“难产”

秘鲁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说，15 日的首次表决结果是 42 票赞
成、52 票反对、25 票弃权，国会进而
决定中止“虚拟会议”。另一份声明
说，接受表决的临时总统候选人是罗
西奥·席尔瓦·桑蒂斯特万，临时副总
统候选人是弗朗西斯科·萨加斯蒂·

霍赫霍伊斯勒。
15日中午，梅里诺发表简短电视讲

话宣布辞职。他说，10日宣誓就职事宜
均依法行事，自己的辞职“不可撤销”，呼
吁秘鲁民众“和平团结”，“我和大家一
样，希望我们的国家最好”。

梅里诺先前任国会主席。秘鲁国会

9日以涉嫌贪腐为由弹劾前总统马丁·
比斯卡拉，而副总统梅塞德丝·阿劳斯去
年10月已辞职，梅里诺因而补缺出任临
时总统。

按美联社说法，梅里诺在政坛知名
度不高，已承诺明年4月11日举行总统
选举，但未能阻止民众的反对浪潮。

秘鲁全国自比斯卡拉遭罢黜、梅里诺
就职起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已持续数日。
两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首都利马14日晚
的抗议活动中遭暴力袭击身亡。一个人
权组织的网络报告称，另有大约112人在

14日的抗议活动中受伤，41人下落不明。
秘鲁新内阁18名部长中有13人15

日早些时候辞职。梅里诺当天讲话时呼
吁内阁部长留任，协助权力过渡。

路透社报道，在梅里诺宣布辞职前

数分钟，国会主席路易斯·巴尔德斯称，
秘鲁全国各党派均认定梅里诺须走
人。如果他拒绝辞职，国会将再度启动
弹劾程序。而梅里诺是国会弹劾比斯
卡拉的推手之一。

路透社报道，前总统比斯卡拉保持政
治中立，颇受秘鲁民众欢迎。美联社报
道，秘鲁国会9日以一条19世纪法律通过
弹劾议案，理由是比斯卡拉“德不配位”。

德新社报道，议员们指认比斯卡拉
2011年至 2014年出任莫克瓜省长时
收受大约63.6万美元贿赂。尽管9日

的弹劾议案以105票赞成、19票反对的
压倒性结果获通过，比斯卡拉坚决否认
涉贪腐指控，说“将昂着头”离开国会。
他同时指责反对派企图陷秘鲁于动荡。

比斯卡拉今年9月中旬曾挺过一次
涉嫌滥用职权的弹劾表决。目前秘鲁检
察机关仍在调查他所涉贪腐案，尚未提

出指控。
比斯卡拉在梅里诺请辞后告诉媒体

记者，秘鲁宪法法院应即刻介入，裁定他
的弹劾程序是否合法，“我愿予以配合”。
宪法法院随后说，将把一场听证会提前
两天至16日，以快速处理相关案件。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11月15日，一名打扮成圣诞老人的男子在死海中招手。当日，一名打扮成圣诞
老人的男子来到死海游泳。在圣诞季前夕，以色列旅游部组织了包括上述场景在内
的多项活动，希望为遭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当地旅游业营造节日气氛。 新华社/法新

圣诞老人死海游泳促旅游

秘鲁国会 15日晚经
由社交媒体宣布，以在线
形式举行的国会紧急会议
未能选定一名新临时总
统，接替当天早些时候请
辞的曼努埃尔·梅里诺。

梅里诺 10日宣誓就
职，上任不到一周便匆匆
下台，主要原因是他的就
职触发秘鲁全国性抗议示
威。两名青年在14日的
抗议活动中丧生，另有
100多人受伤。

一周内下台

全国性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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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审批
的，海口秀英久久足浴馆在2020
年6月23日颁发的，注册号为海
秀消安许字2020第0006号《自由
贸易试验区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消离安全许可证》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海南三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7742716052）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南宝德福茶饮吧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70003685，声明
作废。

●海南大富豪客运有限公司临高
分公司遗失琼C66577（黄色）车道
路运输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临
高字 469024060675 号，声明作
废。
●海南大富豪客运有限公司临高
分公司遗失琼C65377（黄色）车道
路运输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临
高字 469024060677 号，声明作
废。
●海南子栖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和发票专用章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心影便利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1126143，声明作废。
●海南墨拓建设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200573068950U，声明
作废。
●李尤正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片区棚遍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编号：
327，现场编号：Y55，声明作废。
●琼山区龙塘镇潭口村民委员会
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龙塘镇潭口村委会大宾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2）第014525号，声明作废。
●羊如开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编号:B4600044735,声明
作废。
●万宁万城苏家酸粉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6MA5T5EHH5W，
声明作废。

十月田场林木销售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现公

开销售450亩木麻黄、桉树。位

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海钢十月田

胶场。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有木材采

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项目。联系

人：麦先生13976711153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法人变更公告
海口龙华海象喜喜烤鸭港式茶餐
厅（法 人 ：洪 夏 露 ，代 码 ：
92460106MA5T2XPK6Y）已 变
更为海口龙华中城喜喜港式茶餐
厅（ 法 人 ：谢 家 美 ，代 码
92460000MA5TEGJB34）请 债
权人于2020年11月19日之前向
海口龙华中城喜喜港式茶餐厅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
我局下属单位屯昌县畜牧良种场
目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
清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
请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
员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
记。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
权 利 。 联 系 人 ：昌 儒 ，电 话 ：
13876108555。特此公告。

屯昌县畜牧兽医局
2020年11月17日

声明
本人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将琼
AHU965货车卖给吴月柳并将该
车交付给吴月柳，以后该车所发生
全部责任概由吴月柳承担，与我无
关。声明人：黄希国

●董纪云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
泉家园二期15幢住宅楼921号房
不动产权证，证号为:琼(2018)乐
东县不动产权第0001029号，现
声明作废。●蓝玉辉遗失持有《第五建筑工程
公司法人股内部收据》付款存根，
编号：27号，现声明作废。●林秀梅遗失持有《第五建筑工程
公司法人股内部收据》付款存根，
编号：14号，现声明作废。●王统东遗失持有《第五建筑工程
公司法人股内部收据》付款存根，
编号：4号，现声明作废。●王才喜遗失持有《第五建筑工程
公司法人股内部收据》付款存根，
编号：11号，现声明作废。●简乐雅遗失持有《第五建筑工程
公司法人股内部收据》付款存根，
编号：22号，现声明作废。
●李家圳遗失陵水县陵城镇食品
站猪场内国有土地使用证，陵国用
(陵城)字第02495号，声明作废。●袁玉春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五期
二区5幢207房的房屋不动产证，
产权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606544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万宁市招商局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766504，声明作废。
●柯景汛遗失座落于美兰区灵山
镇东营村委会陶朗经济社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00208号，声明作废。
●海南环境科技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张，代码：046001900104，号码：
0355901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万宁市大茂镇宝宝乐幼儿园位于

万宁市大茂镇大联村委会，于2020

年11月4日申请举办者变更，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我园申报债权债务。联系

人：张小姐，电话13807547910，邮

箱：1160354437@qq.com。

万宁市大茂镇宝宝乐幼儿园清算组

2020年10月5日

附清算组成员：组长：张娟

组员：张娜、张开欣、张敏、符政娇

催收公告
王日辉、邓不芬、庄尚飞、王二:海
南永辉海运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年、2013年向我行贷款共计
44500000元。该笔贷款迄今尚欠
借款本金37120000元及利息7,
262,255.88元（截止2020年10月
31日），你们作为公司法人及保证
人负有偿还义务，因你们目前无法
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限
你们见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
系还贷事宜。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0年11月16日

催收公告
郑小花、桂建海、桂俊敏:临高椰丰
海洋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向我
行贷款共计6000000元。该笔贷
款迄今尚欠借款利息1590787.90
元（截止2020年 10月 31日），你
们作为公司法人及保证人负有偿
还义务，因你们目前无法联系，特
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限你们见报
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系还贷事
宜。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0年11月16日

望海国际办公楼1万m218708991932

●曾路遗失特种作业建筑起重机
械司机（塔式）操作证，证书编号：
琼A042017000040，声明作废。
●海南省民政厅建设海南省托老
院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
本，编号：460100201109190101，
特此声明。
●辛忠萍不慎遗失儋州中润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认购书一份
（编号：0090367）；收据九张，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3号岛384栋
609号房，收据1：2016年12月16
日 ，金 额 55192 元 ，编 号 ：
HHD2106883；收据2：2016年12
月 16 日，金额 2284 元，编号：
HHD2106882；收据3：2016年12
月 16 日 ，金 额 160 元 ，编 号 ：
HHD2106881；收据 4：2017 年 5
月 15 日，金额 55192 元，编号：
HHD2085017；收据5：2017年11
月 1 日，金额 55192 元，编号：
HHD2085114；收据 6：2018 年 5
月 24 日，金额 55192 元，编号：
HHD4098907；收据7：2018年11
月 3 日，金额 54695 元，编号：
HHD4098987；收据8：2018年11
月 3 日 ，金 额 497 元 ，编 号 ：
HHD4098988；收据 9：2019 年 5
月 1 日，金额 55192 元，编号：
HHD4044090，声明作废。
●海南瑞宇智运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高慧强学软件（海南）有限公司
遗失（丛铭君）法人章，现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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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公告
龙墨轩（海南）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廖锦松等七人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248-254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0〕第 476-
482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16日

公告
海口琼山悦善美容美体服务中心：
本委受理申请人梁艳与你公司的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212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裁字〔2020〕第474号裁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相关材料（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522077），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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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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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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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供 求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 海仲字
第372号裁决和权利人的申请，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恢复执行申
请执行人海口鑫宇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谢伟堂典当合同纠
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口鑫宇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向
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被执行人谢伟堂名下车牌为琼

AQQ208的丰田歌诗图牌小轿车。因被执行人谢伟堂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车辆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
述车辆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
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
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车辆。特此公告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 570206 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 0898 - 3666051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0年十月三十一日

(2020)琼01执恢114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华尔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王静、庄伟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作出（2020）琼01执150
号执行裁定书和（2020）琼01执1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查封被
执行人王静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美华路7号水云天三期4号楼1
层2-201房【证号：HK356856】，查封期限为三年，自轮候查封转为

正式查封之日起开始计算。经查，上述房产已被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2019）京0107执12471号执行裁定先行查封。本案申请执
行人海南华尔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享有抵押权，本院已
商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将上述房产移交本案处置，北京市石
景山区人民法院已同意。现本院拟对上述财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
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二0二0年九月二十三日

（2020）琼01执150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RCEP为疫情下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连续冲击背景下，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15日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发出了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多边主义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强音。分析人士认为，RCEP将打造超级经济圈，加速区域经济复苏发
展，为疫情下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受
到严重冲击。分析人士认为，RCEP有利于稳定区域
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巨大的统一市场带来的贸易投
资效应也将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项研究表明，RCEP一旦建
成将提升全球实际收入，通过科技、制造、农业、资源领
域的优势互通，降低该区域营商成本。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曹静表示，更高
水平的开放、更大的市场、更完善的政策，催生更多新
的发展机遇和潜力。RCEP的签署将促进相关国家贸
易投资强劲增长，减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梗阻”，
加快疫后经济复苏。

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发言人相泰认为，RCEP
带来更广阔的市场，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贸投资联系进
一步发展，将为后疫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同时也将提升区域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重要性。

开启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篇章

分析人士认为，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
RCEP是东盟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签署的各个“10+1”自贸
协定基础上的升级与完善，为经贸联系紧密的各经济体
建立统一的规则体系，开启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篇章。

日本富士通总研首席研究员金坚敏指出，RCEP的
制度设计、开放水平、成员构成得到东盟各国广泛接受和
积极评价，既得到了东盟积极推动，也强化了东盟向心
力。只要RCEP体现出市场一体化的魅力和发展活力，
就有望进一步扩大区域合作范围。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陈振声说，RCEP是成员国
对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承诺，也表明了共同愿望，
那就是分享彼此繁荣发展的成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说：“RCEP
将更好发挥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价值链中心节点的作用，使
全球其他经济体都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亚太地区经济恢
复中受益。” （据新华社金边11月16日电 记者毛鹏飞）

这是11月 15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拍摄的参与这次代号
“Crew-1”航天任务的宇航员香农·沃克，维克托·格洛韦尔，迈克尔·霍普金斯，和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宇航员野口聪一（从左至右）。

当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首次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从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目标是将4名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
船将在发射后27小时32分、即美国东部时间16日约23时（北京时间17日12时）
与空间站自动对接。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6个月。这次发射原计划14日进行，
后因天气原因推迟至15日。 新华社发（美国航天局供图）

美国“龙”飞船首次执行商业载人航天任务

新西兰“年度鸟类”大赛11月16日公布评选结果，濒危鸟类鸮鹦鹉再次拔得
头筹。2020年的“年度鸟类”评选活动从11月2日开始，为期两周，共收到55583
张有效选票。鸮鹦鹉因综合得票数最高而摘得桂冠。

这是2018年9月13日，名为“西罗科”的鸮鹦鹉在达尼丁奥罗科努伊生态保
护区展出。 新华社发（杨柳 摄）

鸮鹦鹉当选2020年新西兰“年度鸟类”

吹响自由贸易号角

RCEP涵盖20个章节，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投资等市场准入，也包括贸易便利化、知识产
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大量规则内
容。RCEP 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
90%，还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差别待遇，是全面、现代、
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

分析人士认为，RCEP经过8年谈判得以签署，
各成员承诺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标准壁垒，向
世界表明开放合作是各国互利共赢的必由之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得·
德赖斯代尔指出，作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区域自贸协
定，RCEP不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也是
捍卫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型贸易体系的宣言。

亚洲愿景研究院院长强万纳里表示，RCEP释
放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依旧活力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