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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000201242911X，因我司部分“项目部章”、

“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已遗失。为维护我司合法权益，我司在
此声明：凡遗失的海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名下的“项目部章”、

“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自本声明刊登之日起作废。此后，因上
述印章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我司不予认可。

特此声明！
海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
2020年11月21日

印章作废声明

序号

01

印章全称

海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儋州市滨海大道市政工程代建办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5679502693，因我司部分“项目部章”、“项目部资料

专用章”已遗失。为维护我司合法权益，我司在此声明：凡遗失的海

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项目部章”、“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自本声明刊登之日起作废。此后，因上述印章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

果，我司不予认可。

特此声明！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1日

印章作废声明

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印章全称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共海南省纪委海口市纪委
“318”工程代建办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综合楼工程项目代建部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泰和大道南延工程项目部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水一方”住宅楼工程项目部(签
经济合同无效)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省机关海府大院住宅区七层以上
住宅楼加装电梯改造工程（土建标段）项目部(签经济合同无效)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钢集团铁矿西苑小区一、二期
（含两条市政道路）室外工程项目部(签经济合同无效)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文昌市疏港大道中段市政工程项
目部（签经济合同无效）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彩虹大道南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
部(签经济合同无效)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滨水区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程项
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澄迈县美亭土地整理项目部（签经
济合同无效）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临富大道市政道路工程二
标段临兴-德澜项目部（签经济合同无效）

为确保文昌火箭飞行任务期间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有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定，将对文昌航天发射基

地周边道路及通往文昌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

一、实施管制时间和范围。2020年11月23日8时至

25日8时，禁止运载易燃易爆危化品运输车、核载5吨以上

货运车辆进入文昌市管制路段，管制路段禁止停放一切车

辆；火箭发射前3小时，禁止无通行证的车辆进入文昌市东

龙线、龙昌线、文铜线和乌东线；火箭发射前1小时，禁止一

切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和乌东线，解除

管制时间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确定。

二、实施管制路段。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

乌东线（3.3km至6.3km）；龙楼钻石大道、淇水湾大道、紫

微路、彩虹南北路、清澜大桥。

三、注意事项。管制期间，请车辆驾驶人、行人应当自

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依法驾驶，文明出

行，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执勤交通警察的指

挥通行。

因实施交通管制造成的道路通行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20年11月21日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方）

与许宗议（身份证460103198505101859）（受让方）签署的《资产转
让协议》，转让方已将截至2020年5月31日海南海王房地产有限公
司等9户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
法取代转让方成为该9户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其中人民币
债权8户11笔，人民币债权本金26,355,336.48元、利息169,204,
010.95元；美元债权1户1笔，债权本金USD132,449.39元、利息
USD1,424,675.37元。据此，请借款人及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
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898-66563207
许宗议 联系电话：13379838888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146号

2020年11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和《海南省关于加快
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延
长〈关于解决办理房地产证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有效期的决
定》(海府〔2012〕106号)，我局已将海南环基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12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425.52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林清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国用(府城)
字第012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征》项下425.5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登记。特此通告。

(此件依申请公开)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15日

海资规〔2020〕15320号

连访争议地

蓬佩奥中东行屡挨批

澳军暴行惊人心 能否追责尚存疑

追责能否落实

报告建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25名涉案人员中
的19人展开刑事调查。澳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政府非
常重视这份报告，该报告会移交给他上周任命的负责
调查此事的特别检察官，所涉案件会根据澳法律和司
法制度处理。

不过，有分析对追责能否落实表示担忧。事实
上，除澳军外，驻阿富汗联军中的美国和英国部队也
都面临着在阿实施非法杀戮的指控，如一队美军曾
被指控于 2010 年 1 月将杀戮阿富汗平民作为“体育
运动”。

分析人士指出，相关案件目前在一些国家并未得
到积极对待，一些案件的调查因政治干预不得不中
止。澳大利亚虽已针对滥杀平民问题设立特别调查
办公室，但若该办公室不能独立于军方和政界人物，
并确保有足够资源开展调查，追责恐怕难以实现。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暴行令人震惊

报告说，上述虐杀事件都不是发生在激烈战斗
中，被杀者有的是澳军在执行任务时碰到的阿富汗当
地人。调查还发现，有年轻士兵在指挥官要求下射杀
囚犯，以完成第一次射杀训练。澳军人还把武器放在
被杀者的尸体旁，作为被杀者是“合法目标”的证据。

报告承认，上述被杀者大多数是已经被抓获和受
到控制的人，因此受到国际法保护，澳军的行为违反
国际法并构成犯罪。

澳军的这些暴行遭到澳官方和媒体的一致谴
责。澳国防军司令安格斯·坎贝尔说，非法杀害平民
和囚犯是永远不能接受的，报告所指控的行为严重违
反了军事行为准则和职业价值观。参与调查的新南
威尔士州法官保罗·布里尔顿认为，报告揭示的这些
事很可耻，是对澳国防军职业标准的背叛。澳主流媒
体《澳大利亚人报》20日在头版文章中将这些暴行称
为本国军事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证实虐杀存在

报告称，调查人员对2005年至2016年在阿富汗执行
任务的澳军人是否涉嫌战争罪进行了历时4年的调查。
其间，调查人员询问了超过400名证人，翻阅了超过2万份
资料及2.5万余张图片。调查发现，在驻扎在阿富汗期间，
有25名澳军人涉嫌参与23起杀害囚犯和平民事件，在这
些事件中共有39人被杀害，另有2人被虐待。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带领盟国发动阿富汗
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澳大利亚也参与其中。尽管澳
大利亚不是北约成员国，并不参与北约驻阿国际安全
援助部队，但作为美国盟友，澳大利亚自2002年以来
一直在阿富汗维持军事存在。据报道，目前还有1500
余名澳军人驻扎在阿富汗。

媒体此前曾陆续报道了一系列澳军在阿富汗的暴
行，包括在一所住宅中射杀正在睡觉的一名35岁父亲及
其6岁儿子，以及因直升机乘坐空间不足而射杀俘虏。
此次澳军方发布的报告证实了澳军虐杀行为的存在。

澳大利亚军方19日公布该国驻阿富汗部队调查报告，证实澳军在阿富汗存
在非法杀戮战俘和平民等涉嫌战争罪的行为。

此事引发舆论广泛批评。尽管澳政府称将对涉事人员追责，但有分析担心追
责不一定能落到实处。

叙利亚政府19日强烈谴责美国国务
卿迈克·蓬佩奥当天到访戈兰高地，呼吁
国际社会及联合国谴责这一挑衅行为。

蓬佩奥当天还到访耶路撒冷以北
一处犹太人定居点，受到巴勒斯坦方
面谴责。

叙方斥侵犯主权

美联社报道，在以色列外交部长加
比·阿什克纳齐、曾经参与第三次中东
战争的将军阿维格多·卡哈拉尼陪同
下，蓬佩奥19日到访戈兰高地，并且声
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是以
色列的中心地区”。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

长地带，水资源丰富，获称“中东水
塔”。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拒绝归还叙利
亚。国际社会不承认那是以色列领土。

叙利亚官方媒体援引叙政府人士
的话报道，“（蓬佩奥）此行挑衅，公然侵
犯我们的主权”。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
府2019年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
主权，受到叙利亚政府谴责。

巴方批支持占领

蓬佩奥 19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
道，他在耶路撒冷以北犹太人定居点普
萨戈特附近一处酒庄吃午餐。美联社

报道，蓬佩奥是首名到访约旦河西岸犹
太人定居点的美国高级别外交官。

蓬佩奥当天宣布，在约旦河西岸犹太
人定居点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将贴上

“以色列制造”或“以色列产品”标签。
以往美国高级别外交官访问以色

列时避免前往犹太人定居点。蓬佩奥
此行破例，受到巴勒斯坦方面谴责。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发
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谴责蓬佩奥和
美国政府“积极参与”侵占巴勒斯坦领土。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别成员瓦
西勒·阿布·优素福说，蓬佩奥宣称的产
品贴以色列标签“再次明确”特朗普政
府支持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巴
方“完全不接受”。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
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随
后在那里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特朗普政府一改美方对巴以和平
进程的立场，试图以“中东和平新计划”
代替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两国方案”，
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把美国驻以色列大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不再认
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人定
居点违反国际法。

依据美方公开的以色列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同
意中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计划。但
以色列政府强调，长期而言，扩土方案
依然在以方考虑范围之内。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在印度新德里，一名女孩参加洒红节庆祝活动。 新华社发

11 月 20 日是世
界儿童日。这是一个
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
纪念日，旨在保障儿童
权利，改善儿童生活。

仍在肆虐的新冠
疫情对多国儿童的生
活、教育和心理造成冲
击。如何让孩子健康
快乐成长，是对各国政
府、学校和学生家长的
考验。

儿童是人类的未
来和希望，国际社会应
付出更大努力，为孩子
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
的明天，让笑容挂在他
们的脸上。

澳大利亚男子保罗·戴维斯1994
年在海滩庆祝新年时丢了钱包。没想
到，时隔大约26年，他竟然找回钱包，
而钱包内银行卡和纸币基本无损。

澳大利亚9News新闻网站19日
报道，戴维斯1994年年末在新南威尔
士州北部海滨小城伦诺克斯角的海滩
上与朋友聚会，迎接新年，不慎弄丢钱
包。本周早些时候，一名当地人意外捡
到被海浪冲上岸的钱包，于是给钱包拍

照，上传至社交平台脸书上一个当地社
群，以期寻找失主。

照片显示，钱包有些破损，里面不
仅有戴维斯的信用卡、医保卡和学生
卡，还有一张5澳元纸币。卡片和纸币
基本没有损坏。

戴维斯的一个亲戚看到照片，随即
通知他。戴维斯即将取回钱包。他打
算把钱包装饰在自己开的酒吧里，纪念
这件幸事。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澳男子海滩丢钱包 时隔26年找回

受法国防疫“封城”影响，亚马逊法
国分公司、家乐福公司等多家零售商决
定推迟“黑色星期五”购物促销活动。

为遏制第二波新冠疫情蔓延，法国
10月30日起再次全国“封城”，为期一
个月，要求售卖非必需品的商铺关闭，
餐厅、酒吧停业。今年“黑色星期五”是
11月27日，在“封城”期间。

法国财政部19日说，“黑五”购物
促销活动推迟一周有助确保商铺“在最
安全情况下重开”，多家超市、互联网零
售商对推迟“黑五”日期持开放态度，展
现社会责任。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
鲁诺·勒梅尔定于20日与多家零售商
开会，以期就推迟“黑五”达成一致。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多家零售商拟推迟“黑五”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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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男孩在一处水坑中嬉戏。 新华社发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20日电
（记者林惠芬）基希讷乌消息：摩尔多瓦
中央选举委员会20日确认马娅·桑杜
赢得总统选举。摩将迎来史上第一位
女总统。

摩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天对总统选
举第二轮投票结果予以确认。根据统
计，全国有超过165万选民参加了15
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其中有效票约
163.4万张。行动和团结党候选人桑

杜的得票率约为57.75%，击败现任总
统多东。

据当地媒体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
须在23日前把选举结果送交宪法法院
予以确认，桑杜将在宪法法院确认后宣
誓就职。

桑杜今年48岁，1994年毕业于摩
尔多瓦经济学院，2012年至2015年出
任摩教育部长，2019年6月至11月出
任总理。

桑杜当选摩尔多瓦首位女总统

11月18日，在乌干达东部卢卡区，警察控制一名抗议者。
乌干达首都地区警方发言人帕特里克·奥尼扬戈19日说，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日前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已造成16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18日，乌干达反对
党民族团结纲领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基亚古拉尼·森塔穆在乌东部卢卡区参加总
统竞选活动时因违反防疫准则被捕。这一事件引发暴力抗议活动。 新华社/路透

乌干达首都暴力抗议活动致16人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0日电（记者
鲁金博）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在给“纽
伦堡教训”论坛的致辞中强调纽伦堡审
判的重要意义，指出企图恢复或美化
纳粹主义的行为是可耻的。

普京表示，苏联人民抵御了纳粹攻
击，通过巨大牺牲取得了胜利。对于纳
粹分子的罪行，没有已过追诉时效之说。

普京说，纽伦堡审判对维护历史真
相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
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坚实可靠基础，遗忘
或破坏它都是对全球安全的打击。

“纽伦堡教训”论坛20日至21日
在莫斯科举行。来自欧美、亚洲等地区
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律师及博物馆档
案管理人员等以在线形式就纽伦堡审
判展开讨论。

1945年 11月 20日，美国、苏联、
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
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
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包
括纳粹政权二号人物、纳粹德国空军元
帅戈林在内的24名主要战犯受审，其
中10人被送上绞刑架。

普京呼吁勿忘纽伦堡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