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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际领鑫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和法
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鼎亚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司
公章，发票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符星秀因保管不善，将昌江房权证
石碌镇字第（10017531）号《房屋
所有权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
屋所有权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符星秀
2020年12月9日

遗失声明
海南经济特区臻世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2-1、2-2），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9007MA5TJA8M44，声
明作废。
●靳明遗失座落于乐东县九所镇
九所新区南区西住宅用地176、177
号（1）幢碧海蓝湾温泉度假公寓
1404房房产证，证号：乐房权证九
所字第20150123号，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
备中心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630403，声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镇南尖村民委员会
南尖上村民小组原公章遗失，声明
作废。
●赵新一遗失播音员主持人证,证
号:462018210031，特此声明。
●张赟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东方.碧海云天公寓楼栋
1501房的1本《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和3张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
司东方.碧海云天公寓楼栋1501
房收款证明收据原件（合同编号:
FA·DF:0002404，收据编号DF:
0004432金额:10000元整，收据
编号DF:0004288金额:75933元
整，收据编号为 DF:0004154 金
额:159483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吴洋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高燕-清水
湾景业3号-六期-K-A1301收
据3张，编号分别为：3005269（金
额：784710元）、3005433（金额：
150万整）、3005434（金额：33万
元整），现声明作废。
●卢逢月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201646001988，特此声明。
●王章才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2栋1410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
流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NO:0000500，金额：5801元），现
声明作废。
●傅静莲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A6栋129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 件（ 编 号:0002139、金 额:
121816元；）,现声明作废。
●文昌重兴光大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12176，声明作废。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小刘工程
机械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CC81X8，声 明
作废。
●海南鹏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定
安分公司遗失公司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公示
我处已受理陈芳的曾用名公证申
请。经我处审查，陈芳持有登记为
陈亚强的位于陵水县英州镇一处
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陵国用(英)字第0358号。凡
对上述土地有异议者，自本公示发
布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如逾
期不主张，其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一楼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中 心 电 话:
0898-83324148
联系人: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二0二0年十二月九日

●本人郭泉若遗失长影长流（海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专用
收据两张，编号 0003551，金额
50000.00元，编号0003552，金额
1343789.00元，声明作废。
●黄文凯不慎遗失保亭县蓝城山
语泉小区5栋1单元902房的收据
一张收据号为：77028243，金额
为：314759元，声明作废。
●许春丽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证书
编码为：201946001538，声明作废。
●儋州工业园管理委员会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J6410008385104， 账 号 ：
1005357600000123，声明作废。
●儋州工业园管理委员会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Z6410001593801， 账 号 ：
1005357600000312，声明作废。
●儋州市王五镇总工会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张 ，核 准 号 ：
J6410023440401， 账 号 ：
1009975300000152，声明作废。
●张宏雁不慎遗失兴隆太阳河温
泉花园小区C5栋612室购房装修
押金收据，金额3000元，收据编
号:3022239，现声明作废。
●陈泰弘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
册证书编号为：461220010005，
声明作废。
●杨长植遗失坐落于定城镇北门
西巷16号土地使用证，地号：定城
镇-（3）-52，土地证号：1273，特
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振兴玻璃工艺店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01140501，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淘香阁渔排海鲜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90280012748，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五一村
委会甘塘第一、二经济社不慎遗失
《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座落于北风
坡经济社於西，证号:陵集有（隆）
第00122号，特此声明。
●陵水椰林陵城中心大道月菊食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JY24690280001803，声明
作废。

声明
翁亚民于2020年12月10日在海
南日报登琼万渔00025渔业船舶
所有权证，(琼万)船登(权)(2019)
HY-100005号、国籍登记证，(琼
万)船登(籍)(2019)HY-100005号
保 留 使 用 ，注 销 渔 船 编 码:
4690062002100001作废，特此声
明 2020年12月11日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522077），逾期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
年1月21日下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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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6执恢555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何云明与
被执行人苏仁光债务合同纠纷一
案中，以(2020)琼 0106 执恢 555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苏
仁光及苏鸡驳、王桂珍、梁芬共有
的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西
村二队737号房产。在查封期间，
非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查封
的财产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
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特此公
告。2020年11月26日

声明
翁泽飞于2020年12月10日在海
南日报登琼万渔00189渔业船舶
所有权证，(琼万)船登(权)(2019)
HY-100003号、国籍登记证，(琼
万)船登(籍)(2019)HY-100003号
保 留 使 用 ，注 销 渔 船 编 码:
4690062002120003作废，特此声
明 2020年12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以
（2009)琼山执字第368-12号《执
行裁定书》和（2009)琼山执字第
368-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我
局已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口
房地产管理处持有的海口市国用
（2004)第 001081 号土地证土地
证项下的3086.23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过户给海南大骅实业有限公
司，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
（2004)第 001081 号土地证项下
的3086.2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
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9日

认婴公告
本人于 2016 年 7
月 16 日 21 时，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热作所七队青云
庄饭店路口捡到一
名被遗弃女婴，孩

子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边只有
一个奶瓶。请女婴的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前来认领，逾期未认
领将由本人抚养。联系电话:
15808971505 卓石全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
备中心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066801，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滋乐蛋糕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50006295，声明作废。
●海口百广堂大药房和平大道阳光
店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
证编号：琼CB0110933，特此声明。
●海南紫罗兰职业培训学校财务
专用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 付 国 亮 ( 身 份 证 号 ：
413023197312277312)不慎遗失
儋州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认购书一份，认购书编号
HHD3013338,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喜帝亚视觉创意有限公司
遗失于2013年11月19日在建行
海口龙华支行开户预留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新公章于2017年2
月21日启用。
●陈平遗失湾岭镇高坡村委会内
村园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
号 469030101208020001J( 琼 中
农地承包权【2017】第022396号)，
声明作废。
●儋州易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RCU9U0K）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冯桂玉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岭脚
热带作物场长太作业区叨创村民
小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1）第005612号，声
明作废。
●冯桂玉、钟运财遗失座落于海南
省岭脚热带作物场长太作业区叨
创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集用（2011）第005593
号，声明作废。
●冯桂玉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岭脚
热带作物场长太作业区叨创村民
小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1）第005532号，声
明作废。
●李美容遗失位于海南省陵水县
建设路4号供销合作社二单元40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是陵房权
证陵城私字第4602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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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公 告
萧海奉：
本委受理你与被申请人咱家有智
慧接力（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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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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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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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公 告
海口美兰把把牛餐饮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传生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0〕第524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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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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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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兴大润发铺面急售18708991932

商铺急售

减资公告
海南海购猫跨境电商连锁商业有限
公司（91469005MA5RCC9X6Q）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壹仟万元减至壹佰万元，原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萌果竞技积分信息管理有限
公 司 （ 代 码
91460400MA5TMG6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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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亿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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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
芳 电话13611916546

注销公告
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书画院
（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075731094U）拟 向 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本院办理相关事宜。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华盛顿12月9日电 美国
副总统彭斯9日公布了美国重返月球
计划“阿耳忒弥斯”的宇航员团队名
单，18名宇航员中半数为女性。

彭斯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
天中心参加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时公
布了参与“阿耳忒弥斯”计划的18人
名单，其中男女宇航员各9名。彭斯
说，这个宇航员团队将“带我们重返月
球以及到更远的地方”。未来美国登
月的首名女宇航员和1名男宇航员都
将从这一团队中选出。“阿耳忒弥斯”
这一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

神，对应着实现“首名女性宇航员登
月”的项目预想。

美国航天局在9日发布的一份新
闻公报中说，按“阿耳忒弥斯”计划的
目标，美国宇航员将于2024年重返月
球。但外界普遍认为，由于研发进度、
资金投入等诸多因素困扰，这一时间
表很可能会推迟。

美国航天局说，接下来将公布“阿
耳忒弥斯”宇航员团队的具体飞行任
务安排，如有需要，该团队还将招收更
多宇航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合作伙
伴的宇航员。

美公布旨在重返月球的
“阿耳忒弥斯”计划宇航员阵容

观 天下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华盛顿12月9日电（记
者谭晶晶）9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舟”
SN8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试飞，着陆时
发生爆炸。

这次试飞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
于得克萨斯州南部的“星舟”研发和测
试基地进行。该公司在其官网上说，

“星舟”SN8从发射台发射后顺利升
空，进行了精准的襟翼控制操作，以降
落至着陆点。在着陆燃烧期间，燃油
箱气压过低导致着陆速度过快，以致
火箭发生硬着陆。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尽管火箭着陆
速度过快，任务团队仍然在试飞过程
中收集到了所有需要的数据。

据介绍，此次试飞的目标包括测
试3个“猛禽”发动机的性能、如何处
理推进剂的转化等。

“星舟”重型运载火箭比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现有的“猎鹰9”和“猎鹰重
型”运载火箭更强大。据该公司官网
介绍，这种可回收再利用的新型火箭
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
道、月球和火星等。“星舟”将是全球功
能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可将超过100
吨载荷送入地球轨道。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星舟”火箭试飞时爆炸

12月9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N8星船
原型机在试飞返航着陆时发生爆炸（视频截图）。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安全有
效的疫苗被认为是战胜新冠疫情的

“终极武器”。目前，全球有部分国家
已经开始或计划开展新冠疫苗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优先
为最需要的人接种新冠疫苗，包括感
染风险较高的医卫工作者以及罹患严
重疾病的人群等。

谭德塞说，疫苗推出的第一阶段
将保证提供足够剂量以覆盖医卫和社
会护理工作者。之后随着疫苗供应量
的增加，将推广至参与由世卫组织主
导的COVAX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的国
家和经济体约20%的人口，确保更多
的高危人群得到覆盖。

此外，除了确保疫苗供应、生产、
运输和资金等环节外，谭德塞还呼吁
各国领导人加强宣传和沟通，进一步

向民众普及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及如何
获得疫苗接种等问题。

英国、法国、葡萄牙和墨西哥等国
在制定新冠疫苗接种战略时，遵循了
世卫组织的上述原则，即优先为医护
人员、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高感染
风险人群接种，进而再逐步分阶段接
种，最终覆盖国内绝大部分人群。

目前，英国已开始为民众接种新
冠疫苗。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划，在英
国各地提供接种服务时，护理院人员、
80岁以上老人以及一线医护和社会工
作者将优先接种。英国卫生大臣马
修·汉考克表示，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
还要等到明年。

法国总理卡斯泰日前介绍说，该
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分3个阶段：
首先，疫苗在法国上市的第一个月内

预计将有约100万人接种疫苗，包括
养老院中的老年人和医护人员等；第
二阶段，接种范围将扩大至约1400万
人左右；到第三阶段，将向全民开放疫
苗接种。

中国目前有5条技术路线的14个
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5个疫
苗正在按程序按标准开展Ⅲ期临床试
验，紧急使用、生产准备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将研
究制定疫苗上市后的接种分配方案，
明确人群范围、接种顺序和时间考虑，
同时开展疫苗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
使民众科学理性认识疫苗，积极做好
预防接种和个人防护。

不过，即使接种了新冠疫苗，必
要的疫情防护措施仍不可少。英国
《每日电讯报》援引英国政府首席科

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的话报道，
即便疫苗大规模接种完成，英国的防
疫限制措施仍将实施较长一段时
间。“即便接种了疫苗，或许到明年
冬天，我们（依然）需要实施戴口罩
等措施。”

谭德塞表示，新冠疫苗研发进展
使人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芒”，
但要结束新冠大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
走。新冠疫苗进展使仍处疫情中的人
们感到振奋，但越来越多人认为新冠
大流行已经结束，这种想法让世卫组
织感到担忧。

谭德塞说，在推广新冠疫苗的最
初阶段，由于每个国家只有一小部分
人能接种疫苗，因此各国政府、社区和
个人应继续使用已验证有效的新冠应
对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冠疫苗接种要分几步走？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0日电 据日本广
播协会电视台最新数据，日本9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2811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累计确诊169446例；新增死亡病例42例，
累计死亡2487例。

日本此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纪录是
11月28日创下的2678例。

东京都9日新增确诊病例572例，为
当地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累计确诊
44927例。当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多的还有
大阪府427例。爱知县、广岛县、京都府等
地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创新高。

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9日呼吁，民
众不仅要重视预防感染，也要重视别传染给
他人。民众应戴好口罩，做好基本的预防
感染措施，年末年初的假期尽量减少旅行。

白俄罗斯前总理克比奇
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据新华社明斯克12月9日电 据
白俄罗斯媒体9日报道，白俄罗斯前
总理克比奇因感染新冠病毒，病情恶
化不治，于当天上午去世，享年84岁。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对克
比奇因病去世表示哀悼。

克比奇1936年6月出生于白俄
罗斯明斯克州，在苏联解体后担任白
俄罗斯首任总理至1994年。

新华社纽约12月9日电 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9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死亡
病例超过3000例，创疫情暴发以来
的新高。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9日20时30分（北京时
间10日9时30分），美国过去24小时内
新增死亡病例 3071 例，累计死亡
289188例，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2万例。

当天美国住院病例也突破纪录，
达到10.6万例。

美国疾控机构先前预测，在上月
末感恩节期间不少民众无视政府的居
家提醒，到处旅游，死亡病例数会在之
后不久迎来高峰。

数据显示，过去两周内，美国单
日新增死亡病例多次超过2000例。

美国日增新冠死亡病例数创新高

24小时内新增死亡病例超3000例

日本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再创新高南非宣布暴发
第二波新冠疫情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2月9日电
南非卫生部长兹韦利·穆凯兹9日晚间
说，南非第二波新冠疫情已经暴发，当
天南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6000大
关，达到6709例，累计确诊828592例。

“我们正处在第二波疫情之中，一
些省的压力正在不断累积。”穆凯兹
说。当前，疫情恶化比较严重的4个
省份是东开普省、西开普省、豪登省和
夸祖鲁-纳塔尔省。

他还说，随着圣诞假期的到来，人
们探亲访友、外出旅行的频率会大大
增加，预计新冠病毒传播速度还会进
一步加快。 12月10日，行人戴口罩走在日本东京街头。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