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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惠利旅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章，
财务章，发票章，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声明作废。
●陈良华（460100196012250620）
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一份，现场编号：K33，登记编号：
93，声明作废。
●叶传旺（460102199002062710）
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一份，现场编号：K33，登记编号：
93，声明作废。
●南方经贸集团商贸(海南)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口圆康堂中沙海慧药品药房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
司陵水分公司遗失琼D11451道
路班线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469028000304），特此声明作废。
●吕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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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894，金额：5,119.20元。声
明作废。
●刘馨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据，收
据编号：雅恒 0023985，金额：
144,702.89元。声明作废。
●王晗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白
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D202地
下 车 位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HN3011690,特此声明作废。
●蔡燕盈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
白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D220
地 下 车 位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HN3012708,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金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建
设位置于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二路
北侧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万行审建字第(2020)80号，声
明作废。
●刘西萍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3#1304房
（101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号：
20068332，特此声明作废。
●临高富民渔业捕捞专业合作社
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临高绿旺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公章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白沙牙叉福门电子商务服务站
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公章因
破损，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龙华川渝故事音乐餐吧：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荣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
第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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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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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

声明
郑重声明：我村民小组与海南中黎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农村集
体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及与海
南博超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了《田园综合体项目合作协
议》，已按程序表决审查通过，为合
法有效合同。其他与该土地有关
的合同于2016年10月1日前全部
终止执行。特此声明！
英州镇田仔村民委员会田仔村第
一村民小组
英州镇田仔村民委员会田仔村第
二村民小组

2020年12月2日

告示
海口市椰海综合批发市场商铺租
户：因我司与海南顺合满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合同到期，现我司将根据

合同的约定收回土地。现我司正式

通知各商铺租户如下：必须于

2020年12月31日之前无条件全

部撤场。否则，自上述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我司有权随时进场，地块

上的所有物品（包括地上建筑物、

附属物等）均视为抛弃物，我司有

权利随意处置。如因此引发纠纷

的，由你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特

此告示！

海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7日

减资公告
太平洋海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02MA05LBHR5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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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册资金55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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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衡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396294382D）经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壹仟万圆整减少
至壹佰伍拾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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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峰，联系电话：
18876169332。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5年10月20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提蒙乡曾山村委会后

头塘捡拾一男婴，请该男婴生父母

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由本

人抚养。联系人：庞燕：电话

13697549636

●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
工 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
460100201710270101，工 程 名
称：滨江世纪佳城（南院）一期，特
此声明。
●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
工 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
460100201706300901，工 程 名
称：滨江世纪佳城（北区）一期，特
此声明。
●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
工 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
4601002018091406201，工程名
称：滨江世纪佳城（南院）二期，特
此声明。
●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
工 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
4601002018030801401，工程名
称：滨江世纪佳城（北区）二期，特
此声明。
●海南润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5624024073) 公 章 破
损，声明作废。
●南方经贸集团电子商务(海南)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章遗失，现声明
作废。
●南方经贸集团文旅产业(海南)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章遗失，现声明
作废。
●南方经贸集团进出口(洋浦)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遗失，现声明作
废。
●海南福记广南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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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注销公告
三亚惠利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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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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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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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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口美兰麦吉奶茶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倩与你单位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
第585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单位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
1月27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6103号

李启明的配偶吴玉英向我局申请
注销原有土地登记记录并重新登
记。经查，该地位于海口市城西镇
山高村，土地证号为N13354，土地
面积为257.7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人为李启明。现我局决定通告注
销上述土地证，该土地证将不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有异议，请自
通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我局龙华分局申诉，逾期不申诉
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注
销上述宗地不动产权证书。特此
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7日

●儋州市海头镇人民政府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Z6410000102902， 账 号 ：
210920001003600000166，声明
作废。
●海南新视野企业营销策划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艺飞扬
幼儿园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34690281078047，
声明作废。
●霍柄彤，乔伊倩遗失儋州中润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联1张，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 3 号岛 383 栋 1408
房，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
号 码:01958195，金 额 ：400600
元，特此声明。
●王会兰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4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H5栋1409号
房，收据编号为DF：0000747，金
额:4460元整。收据编号为DF：
0000441，金额：90000元整。收
据编号为 DF：0001667，金额：
30000 元整。收据编号为 DF：
0000746，金额：170000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武汉东方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因原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未备案，
现声明作废。
●三亚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汽车销售收款收
据蓝联，客户名称:余守业，票据号
0007383，金额2000元，特此声明
作废。
●陈日腾遗失儋州嘉元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花岛特色街道
E-S33-05、06号商铺租赁保证金
收据壹张，收据编号：3034725，金
额：25514元，声明作废。

白宫为何频下“撤军令”？
分析人士指出，意在摆脱战乱“泥沼”并留下更多“政治遗产”

一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
都面临国内和国外双重阻力，尤其对于
从中东、非洲、阿富汗等地撤军，政府内
部、共和党、军方高层等都有颇多反对
声音。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在2018年
12月突然宣布撤军决定，但在2019年又
宣称并未对从叙利亚撤军设定时间表。
如今，仍有数百名美军士兵驻扎在叙利
亚。从德国撤出的美军也只有约半数返
回美国，其余则被部署至比利时、意大利

和英国等国。
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问题上，

特朗普政府未得到北约盟友的支持，还
遭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
军方高层的质疑，甚至在共和党内也面
临不少反对意见。上月被解职的前国
防部长埃斯珀就在阿富汗等撤军问题
上一直与特朗普唱反调，多次警告不要
仓促撤军。最终公布的撤军计划都成
了缩水版本。

对于从索马里撤军，美国退役陆军

上将巴里·麦卡弗里说，这是冲动和草
率的举动，会使美国国家安全吞下苦
果。彭博社网站文章说，仓促撤军可能
会使极端势力获益，给美国下任总统制
造外交政策难题。

美国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查尔斯·邓
恩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撤军决定旨在限
制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的政策选择范
围。五角大楼希望放缓实施特朗普的

“撤军令”，直到他任期结束。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柳丝）

分析人士认为，白宫频下“撤军令”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结束美国长期且代价高昂的
海外军事干预，让美军士兵重返家园”是
特朗普的重要承诺。自他上台以来，白
宫不断发布“撤军令”：2018年12月宣布
撤回驻叙利亚美军，今年6月宣布大幅裁
减驻德国美军，9月至11月间几次设定

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时间表。《纽约时
报》网站刊文说，退出海外冲突一直是特
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核心内容之
一，因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不少是
对长期战争感到厌倦的退伍军人。

其次，大部分撤军行动也是为了摆脱
战乱“泥沼”，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
和美军的伤亡风险。就索马里而言，近期

该国安全形势恶化，美军面临的风险额增
加，这可能也是撤军的原因之一。

再者，随着美国政府更替日期的临
近，特朗普近来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都
凸显出他想抓紧时间留下更多“政治遗
产”。美国《一周》周刊网站援引批评人
士的话说，“撤军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政治考虑。

美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总
统特朗普已下令在2021年年
初撤出驻索马里的大部分美军
人员和设施。这是继五角大楼
11月宣布缩减驻阿富汗和伊拉
克美军人数后，特朗普政府发
布的又一海外“撤军令”。

从叙利亚、德国，到伊拉
克、阿富汗，再到索马里，特朗
普政府屡下“撤军令”，最近更
趋频繁。分析人士指出，从海
外撤军是特朗普的执政承诺，
也是其“美国优先”政策的重要
部分，如今加速推进，意在摆脱
战乱“泥沼”并留下更多“政治
遗产”。但仓促撤军不仅面临
风险和阻力，也将给下任总统
留下难题。

频繁下令的三大原因

政府内部、军方高层都有颇多反对声音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少
将阿里·法达维6日说，刺杀伊朗核物
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所使用的
武器是一种由卫星控制、加入人工智
能技术的机枪。

法赫里扎德乘坐的汽车 11月 27
日下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行驶
时遇袭，这名核物理学家送医不治身
亡。伊朗政府指认以色列关联这起
袭击。美联社报道，法赫里扎德是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受美国制
裁。按美方说法，他领导伊朗防御创
新和研究组织。

伊朗半官方的迈赫尔通讯社 6
日援引法达维的话报道，事发时“没
有恐怖分子在现场”，机枪安置在一
辆尼桑轻型客货两用客车、即“皮卡”
上，经由卫星“在线控制”，运用一种

“先进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技术”。法
赫里扎德所乘车辆行驶途中，机枪
拉近镜头对准他的脸部，发射 13 发
子弹。

按法达维的说法，机枪“只瞄准
法赫里扎德脸部，即便他妻子和他只
有 25 厘米距离，却没有中弹”；随行
安保队长挺身保护法赫里扎德，身中
4枪。

伊朗英语媒体“新闻电视台”11月
30日报道，刺杀法赫里扎德所使用的

武器印有以色列军工产业标识和参
数，系以色列制造。伊朗国家最高安
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先前告
诉伊朗国家电视台，敌人以往针对法
赫里扎德发动“一系列未遂（刺杀）行
动”，“这一次，敌人用了全新、专业、复
杂的手段”。

作为对法赫里扎德遭刺杀的回
应，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 2日批准议
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政府在两个
月内没有发现对伊制裁“松动”的情
况下，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核查
并进一步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的限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
的政府 2018 年 5 月单方面宣布退
出伊核协议，随后对伊朗“极限施
压”，陆续重启并新增一系列严厉
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伊朗逐步减
少对伊核协议的遵守，自 2019 年 5
月起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

西方媒体分析，伊朗的新法案可
能给美国下一届政府重返伊核协议
增加难度。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
登竞选时说将让美国重回伊核协议，
如果伊朗“严格遵守”协议，美国将
取消制裁。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官员详述
核物理学家遭刺杀武器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6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升级

版货运“龙”飞船6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

站运送约2900公斤补给及科研设备。

美国东部时间6日11时17分（北京

时间7日0时17分），升级版货运“龙”飞

船搭乘“猎鹰9”火箭从肯尼迪航天中心

39A发射台升空。大约11分钟后，飞船

与火箭顺利分离，继续飞往国际空间

站。火箭第一级成功降落在大西洋上的

回收船上。

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21次为

美国航天局执行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

也是升级版货运“龙”飞船“首秀”。升

级版飞船有更大的运载能力，可运送物

资的体积比此前飞船增加了约20%。

升级版货运“龙”飞船将在空间站

停留约一个月，之后将从空间站携带约

2400公斤物品返回地球。

美升级版货运“龙”飞船
首次为空间站“送快递”

升级版“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新华社/美联

多名日本政府人士5日证实，日本
方面打算推迟与美国方面围绕驻日美
军费用分摊的谈判，等到美国当选总统
约瑟夫·拜登明年就任以后再谈。

日美依据每5年更新的一份特别
协议确定分摊额度，上一份协议2020
年底到期，新协议暂未缔结。双方原本
打算拟定为期1年的临时协议，赶在12
月日本政府确定下一财政年度预算前
就分摊额度达成一致。

不过，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首相官
邸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即便日方与美

国现政府达成协议，“拜登1月20日就
职以后也可能不认可”。

共同社解读，日本政府作出推迟军费
分摊谈判决定，似乎是认为拜登上台后改
变相关方针的可能性大。围绕驻日美军
费用，日方希望维持现有负担额度，而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价大幅上涨。

日本分摊的驻日美军费用包括美
军基地水电费、日本雇员工资和转移训
练地点相关费用，2020财年这一预算
总额为1993亿日元（约合125亿元人
民币）。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欲推迟日美军费分摊谈判

委内瑞拉6日举行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竞选联盟赢得选
举胜利。图为7日凌晨，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英迪拉·阿方索（台上中）
正式宣布委议会选举结果。 新华社发（萨尔戈多 摄）

委内瑞拉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韩国首尔市政府6日宣布，受新冠
疫情影响，将取消原定今年12月31日
午夜在普信阁举行的年度敲钟仪式。
这是当地自1953年开始举行敲钟仪式
以来首次取消这一新年庆祝活动。

韩联社6日援引一名首尔市政府
官员的话报道，考虑到新冠疫情“快速
蔓延”，“我们不得不取消年底庆祝活
动”。不过，首尔市政府将以线上播放
提前录制的敲钟仪式视频取而代之。

这名官员说，首尔市政府预期新年
前夜将有数千名民众聚集在市中心庆
祝新年。政府目前在研究应对措施，以
防疫情扩散。

普信阁位于首尔市中心，曾在李
氏朝鲜王朝时期被当作钟楼使用，以
敲钟告知当地百姓作息时间。为延续
这一敲钟计时传统，首尔每年12月31
日午夜会在普信阁敲响33次钟声迎
接新年。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首尔67年来首次取消新年敲钟活动

水将加入黄金、原油等大宗商品期
货，在美国华尔街交易。

美国彭博新闻社7日报道，芝加哥
商品交易所集团本周推出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现货水市场相关的期货，农
民、市政机构和对冲基金等都可参与交
易。加州水市场规模约为11亿美元。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说，水期货有
助于管控风险，更好协调水资源供应
和需求。

这是美国首次推出水期货。这
种期货基于纳斯达克韦莱斯加利福
尼亚水指数，结算时不要求真实的实
物水交割。

今年9月水期货消息公布时，高温
和山火正吞噬美国西海岸。水期货既
可帮助加州用水大户对冲水价上涨，同
样可以协助全球投资者判断水资源的
稀缺程度。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华尔街将交易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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