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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二建材料设备供应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
号：2840639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京海建筑防水联合工程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
号：2012810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儋州市排浦镇南华村委会
豪英村许清华、许清杰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010260（许清华）、010267（许清
杰），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坤镇人民政府不慎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账户名
称为屯昌县南坤镇人民政府，核准
号：Z6410000105804,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金義福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吴庆生，遗失广东街二期4栋
1306室房屋交易和产权状况确认
书（ 转 让 ），文 件 号 码 ：
202011292257，声明作废。
●琼洋渔16020渔业船舶检验记
录，证书编号〈4600000170063〉
现声明作废。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国
电海南大广坝职工经济适用房工
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
废。

●王仕荣遗失座落于旧州墟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旧州国用
（98）字第16-0061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丰盈村民
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947202，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龙头村民
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947702，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新和村民
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3157401，声明作废。
●王琳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
证书编号：462219020105，声明作
废。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玉下村民
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徐源遗失由海南大祥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的春熙苑小区1栋1
单元1002房装修保证金收据，收
据编号：NO5023250，金额：2000
元，声明作废。
●林明兴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
安装拆卸工（施工电梯）初级，证
号：琼 A052019000132，声明作
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仙民村委
员会仙沟岭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7247601，声明作废。
●文昌铺前林梧惠万家超市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050020944，声明作
废。
● 王 文 琪 ( 身 份 证 号:
650102197811294024)遗失准予
迁 入 证 明 ，编 号: 琼 准 字
01200874，户口迁移证，编号:新
迁字第10442786，声明作废。
●符丹遗失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
局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证号：
46003039（交通征稽），声明作废。

公告
近期，我局收到科勒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举报，美海龙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的三亚市海棠
区龙棠大观项目7、9、10、11栋房
屋中的部分卫浴产品（马桶、洗手
池、浴池龙头、花洒）涉嫌假冒“科
勒”商标。为切实维护涉案房屋业
主权益，请相关业主即日起60个
工作日内与我局联系，配合调查，
特 此 公 告 联 系 电 话 ：(0898)
8881 6022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0年11月24日

宣告失踪公告
本院受理(2020)琼9021民特6号
蔡克文、林慧宣告蔡青芷失踪一
案。经查，蔡青芷(曾用名蔡高雅)，
女，198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5198705150041,住海南省
定安县定城镇南珠社区见龙大道
金穗新村。于2018年8月4日离
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蔡青芷本人
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三个月。公告期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二0二0年十一月十八日

公告
(2020)琼0107执恢446号 关于
申请执行人朱玉莲与被执行人郑
承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
查封被执行人郑承积名下位于原
琼山市云龙墟西一横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
1999-10-0191)及地上建筑物，
查封期限为三年。本院拟对上述
查封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进行评估、拍卖，凡对上
述查封的不动产有异议者，须于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
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
将依法处理。 海南省海口市琼
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1日

●海南省地方立法研究会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
兴大道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4360401， 账 号 ：
2201028609200001389，声明作
废。
●杨桂宝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204211418，流水号:
4600045405，声明作废。
●刘金河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30197006172117，流水号:
4600045656，声明作废。
●初秀珍遗失座落于澄迈县金江
镇环城西路西侧瑞佳花园3号楼
706房的房权证书，房权证号：澄
房权证金江私字第03979号，现特
此声明。
●羊桃英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各一
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证白沙字
469025000376，特此声明。
●文昌文城鸿福门业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定安乖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五福卷门店公章、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殷礼山不慎遗失道路货物运输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460006198302028755，流水号:
4600122084，声明作废。
●张晓铁不慎遗失海南新佳旅业
开发有限公司蓝色果岭4-3A06
房税费财务收据一张，编号：
0001519,金额：103106.15元，声
明作废。
●东方乐天网吧遗失网络文化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468600200074，现声明作废。
●屈云莲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61220010082，现声明作废。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苏映萍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3）
第396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八所镇二环路东侧，土地
面积为553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张祖波，南至五米路，西至
符昌寿，北至黄有坤）。凡对该宗
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
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送至我局自然资源调查确
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
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3日

石粉处理信息
我部现位于三亚市海棠区铁炉港
村附近存储石粉约20万方，有需求
者欢迎于11月30日前咨询洽商。
联系人：张先生18608924160，吴
先生13277066680

●琼洋渔16019渔业船舶检验记
录，证书编号〈4600000170062〉
现声明作废。
●琼洋浦16019渔业船舶证书，证
书编号〈22005〉不慎遗失，现声明
作废。
●琼洋浦16020渔业船舶证书，证
书编号〈琼浦22006〉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琼洋浦16019渔业船舶所有权
证书，登记号码〈琼浦2009005〉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琼洋浦16020渔业船舶所有权
证书，登记号码〈琼浦2009006〉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琼洋浦16019渔业船舶登记证
书，登记号码〈琼浦2009005〉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
●琼洋浦16020渔业船舶登记证
书，登记号码〈琼浦2009006〉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龙楼镇龙新村委会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婷斌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证书，证号：海卫字966070，现
声明作废。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电网公司18#综合住宅楼工程
项目部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
亚槟榔河项目原水暗涵迁移工程
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
废。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定
安县沿江公园景观提质改造工程
技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废。
●岳学孟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A5栋308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06031、0004221、
0000166，声明作废。
●张仁山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
安装拆卸工（塔式）初级，证号：琼
A05201300010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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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会办理相关事宜。联系人：廖志
红 65305314、13876516668

注销公告
保亭金江昌盛种养专业合作社拟
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
宜。

减资公告
椰禾薪信息咨询（海南）有限公司（代
码：91460000MA5TBW9T46 ）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整，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联系人：马晓燕，
1313601515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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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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张良名下位于老城镇盈滨半岛，土
地证号:老城国用(2003)第 649
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
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将该不
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有异议
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材料向我中心提出
申请，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或异议不
成立的，我中心将补发新《不动产
权证书》。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11月20日

出售

公告
海南红焱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申请人刘嘉俊与你公司的劳动争
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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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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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拍卖信息
我司近期拟拍卖海口市滨海大道
鸿联商务广场五层商务办公用房，
面积：1003m2，价格待询。天竺拍
卖18089774055

广告·热线：66810888

美国国务院今年5月22日向该条约
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定，表示除非俄方
能重新履行这一条约，否则美方将于6个
月后正式退约

俄方就此表示，美方的指责没有根
据，美方就继续履行《开放天空条约》提出
的条件“绝对不可接受”。

美国盟友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支持
美国退约。此前，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多
次表示希望美国能留在条约中。北约也
发表声明说，考虑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
将继续坚定支持加强国际军控、裁军和
防止核扩散。

德国外长马斯22日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对美国“退群”举动“深感遗憾”。
他说，该条约有助于“在整个北半球建
立信任和促进安全”。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不顾盟友反
对，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试图再
次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别国正当利益和
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将给自身、盟

友乃至全球安全都带来损害。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军控条约一直

是美苏及其后美俄关系的核心支柱，其
意义远超核弹头的数量或情报图像的
清晰度。《开放天空条约》是军控中“合
作监控”的成功案例。美国退出该条约
无疑是对全球军控体系的一大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从去年退出《中导
条约》到今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再
到消极对待《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
长问题，美方种种做法严重损害全球战
略平衡与稳定，或将进一步激化大国间
的常规甚至核军备竞赛。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2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虽然退约，但《开放天空条约》
还在继续生效。俄外交部22日发表声
明说，美方此前有关俄方违反《开放天空
条约》的指责毫无根据，美方破坏《开放
天空条约》是故意行为。俄方希望该条
约现有成员国能够严格履行职责，保证
其领土接受侦察并且不向非成员国的第
三方国家移交其侦察飞行的相关资料。

分析人士指出，这说明，俄方要求
其仍具备对条约成员国领土上的美军
基地进行飞行侦察的权利，同时确保条
约成员国在对俄进行侦察后不将相关

信息与美国共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高级研究员史蒂文·皮弗认为，俄方要
求并没有不合理，但这会让美国盟友陷
入尴尬处境。

分析人士还说，未来不排除美国重
新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但重新入约需
要跨过国会参议院投票三分之二多数
的门槛。目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
参议院都没有掌握三分之二多数的席
位。皮弗说，未来美方或可选择绕开国
会，在得到条约其他成员国同意后，以
行政协议方式重新加入该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于 1992 年签
署，2002年起生效，签约国包括美俄
和大部分北约国家。根据条约，成
员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
装方式的空中侦察。据媒体统计，
截至 2019 年，条约成员国共执行超
过1500次侦察飞行。该条约被视作
冷战结束后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构建
互信的重要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
度和降低各方冲突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单方面退约
有多重考量。首先，美方指责俄罗斯
违约。美俄此前均指控对方违约，双
方也都曾对条约执行加以限制。美国

务院今年5月通报退约决定时表示，
除非俄方能重新履约，否则美方将于
6个月后正式退约。

其次，美方从技术角度认为该条约已
经“过时”。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已不需要
通过侦察机来收集图像情报，目前商用遥
感卫星已具备、甚至优于条约允许使用的
相机分辨率水平。此外，专门用于执行该
条约飞行任务的两架OC-135B侦察机

“年事已高”，维护和更替成本高昂。
再次，美当前政府内缺乏支持军控

的声音，普遍对军控持怀疑态度，认为
军控机制对美国限制的严苛程度远超
别国，使美国“自缚手脚”。

美国政府22日宣布即日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就此表示，俄方
将密切关注并分析该条约其他成员国的言行，并根据俄自身和盟友的安全利益做出相关决定。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单方面“退群”再度凸显其执意推行单边主义、不断逃避国际责任的行
径，损人不利己，给国际军控体系和全球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马卓言）在23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美国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回答了记者提问。

美国政府22日宣布，即日起美国
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赵立坚回
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不顾
国际社会反对，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深表遗憾。
赵立坚说，美国此举损害相关国家

间的军事互信和透明，不利于维护有关
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国际军控与裁军

进程也将产生消极影响。美方应认真
对待俄罗斯等缔约国和国际社会的关
切，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动辄退约不是
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和做法。

美
国
正
式
退
出
《
开
放
天
空
条
约
》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1月22日宣布

退约多重考量

走向仍存变数

破坏军控体系

对美方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中方深表遗憾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表示

自美国通报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决定已
过去6个月，美国现在不再是该条约的成员国

俄罗斯外交部11月22日就此发表声明

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既不利于欧洲
安全，也不利于美国自身及其盟友的安全

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并分析该条约其他成
员国的言行，并根据俄自身和盟友的安全利益
做出相关决定

美方此前有关俄方违反《开放天空条约》
的指责毫无根据

《开放天空条约》

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
条约参与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

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
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

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
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签署了

这一条约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2日电）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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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开放天空
条约》的美军侦察机。

2017年1月23日，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10月，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将重启对伊制裁

2019年2月，美国单方面启动退出《中导条约》程序
2019年8月2日，美国与俄罗斯均宣布《中导条约》当天失效

2020年11月2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这些年，美国退了哪些“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