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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中财盛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324133045E）遗 失 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蓝骐盾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合同章、公章各一枚，现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洋浦九安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李沅）法人章，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集采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91540091MA6T1G644Q）公章、
法人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项目技术资料章（北京
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宿舍楼太
阳能热水系统项目）一枚，现声明
作废。

●海口秀英单成娇小吃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50005270，声明作废。

●海南定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郑文明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书编码:1998461104602006412

02051，特此声明。

●郑文明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199946110460200196

41202051，特此声明。

●海南省东方市顺香缘沉香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37361701，声明作

废。

●金玉华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水云山庄 19 栋 908 房收据壹

张 ，号 码 为 ：0006986，金 额 ：

10000元，声明作废。

●林佳慧不慎遗失个人居民身份

证，证号：33250120000205612X，

声明作废。

●张生凤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E1栋205房收据贰张

号码为：0004041，金额：4707元

0001541，金额：4100元，声明作

废。

公告
海南华峰联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的连贵兴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20〕第145号），并定于2021年
1月26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文
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
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室，
联系电话：0898-63382257）领取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22日

●昌江石碌快九通昌江药店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食品经营许
可证编号:JY14690260006634，
声明作废。
●众辰（海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本人黄雅雄律师执业证，证号：
14690200610517544 不慎遗失，
现声明作废。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遗
失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征
税专用章27号、国家税务总局澄
迈县税务局征税专用章33号、国
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印花税
收讫专用章（4）号各壹枚，声明作
废。
●谭卫民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30198007153334，流水号:
4600013925，声明作废。
●王万方不慎遗失琼儋渔81174
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琼儋）船捕（2019）HY-000476
号，现声明作废。
●屯昌鑫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91469026324115066J，
声明作废。
●王童愚不慎遗失恒大美丽沙项
目0601地块4号楼D019车位收
据，编号：3034243，特此声明作
废。

公告
海南中财盛劳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12月17日变更法人及股
东，该公司变更前的一切法律、经
济纠纷和责任由原法人和股东全
部承担而与变更后的法人和股东
无关，请各位见此公告后速与公司
原法人和股东联系。所有分公司
自公示后禁止开展任何业务并需
在半个月内自行注销，所有分公司
以前所产生的法律、经济纠纷及其
责任自行承担，一切都与现有公司
及其法人和股东无关。逾期不予
处理，现公司将依法追求当事人法
律和经济责任！联系人:廖剑平
15919805013 特此公告！

海南中财盛劳务有限公司
二O二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公告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雷礼彪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20〕第149号），并定于2021年
1月27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文
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
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室，
联系电话：0898-63382257）领取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22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谢桥因保管不善，将临房字第
001526号不动产权证书遗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
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谢桥
2020年12月22日

●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项目技术资料章（乐东
监狱改扩建工程（高度戒备监狱）
项目（三期）二标段）一枚，现声明
作废。
●深圳中天甘泉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的船名为“中天甘泉”的游艇适
航 证 书 （ 船 检 登 记 号 ：
2015V0000674）已遗失，特此声
明。
●海南高桥电梯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万宁市三更罗镇南平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宁市三更罗支行的开户
许 可 证 一 张 ，核 准 号 ：
J6410004429001，声明作废。
●陈言燕遗失护士执业证，声明作
废。
●许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2
栋13A02房华侨城·曦海岸项目
收据，编号：0002915，声明作废。
●王海燕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
9栋1503房华侨城·曦海岸项目
收 据 ，编 号 ：0002285，金 额 ：
5000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不动产
公告

海南自贸区袁氏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已于2020年12月11日变更法
人及股东，该公司变更前的一切法
律、经济纠纷和责任由原法人和股
东全部承担而与变更后的法人和
股东无关，请见此公告后15日内
速与公司原法人和股东联系，逾期
不予受理。联系人:严军,电话:
13507302188特此公告！海南自
贸区袁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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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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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房产（性质不限）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募股
海南快乐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依公
司法募集三亿原始股，签股权对赌
协议，电话13907692978。

商业信息

求购房产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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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

广告·热线：66810888

观 天下

圣诞节即将到来，原本打算与亲
友团聚的英国民众内心却五味杂
陈。一方面，英国政府宣布，正在调
查近期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加快是否
与一种变异新冠病毒有关；另一方
面，原定圣诞防疫限制“放松期”被迫
取消，首都伦敦、英格兰东南部和东
部部分地区自20日起上调疫情防控
级别，加码至新增的最高第四级。

卫生大臣：
变异病毒传播“失控”

这一变异病毒被命名为“VUI-
202012/01”。目前在英国一些疫情
较严重地区能观察到较大数量这种
变异病毒感染的病例。英国政府已
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20
日说，英国新冠病毒新毒株传播情况

“失控”，只有限制社交接触才能控制
住，尤其英格兰第四级防疫地区的每
个人都必须遵守规定。

英国恐有数百万民众的圣诞节计
划受影响。还能不能聚、怎么聚，都成
为“理智与情感”的纠结——情感上，

在经历了艰难一年后，民众与亲友团
聚的需求更迫切；但理智上，疫情如此
严峻，节日聚会增加传染风险。英国
首相约翰逊19日承认这是一个“棘手
选择”，但他强调政府“别无选择”，英
国民众“无法按原计划过圣诞节”。

专家认为：
变异病毒“能更快传播”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
说，根据现有研究和初步分析，专家
们认为这一变异病毒“能更快传播”，
但至今还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异病
毒可能带来更高的死亡率或影响疫
苗和治疗药物的效用。专家们加紧
研究，以加深对变异病毒的了解。

不过，英国一些专家表示，出现变
异病毒在可预期范围内。利物浦大学
教授朱利安·希斯科克斯说，冠状病毒
会不断发生变异，此次新冠病毒出现
变异并不出人意料。现在最重要的是
调查这种变异病毒是否具有影响人体
健康、相关诊断、疫苗效用的新特性，
而“当前采取的防控措施是恰当的”。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英国出现
变异新冠病毒
部分地区调升防控级别部分地区调升防控级别 民众内心五味杂陈民众内心五味杂陈

自 20 日起，一些国家陆续启动针
对英国的不同入境限制措施，包括法
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
利、爱尔兰、保加利亚、加拿大等。比
如，荷兰自当天起禁止英国航班入境，
禁令持续至明年 1 月 1 日。法国自当

天午夜起 48 小时内暂停来自英国的人
员旅行。

英国政府 2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
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5928
例，累计确诊2040147例。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法国宣布自
巴黎时间20日晚
12 时起，48 小时
内暂停来自英国
的 所 有 人 员 旅
行。图为12月20
日，在英国伦敦圣
潘克勒斯车站，乘
客准备登上当天
最后一班前往巴
黎的火车。

新华社/美联

法国：48小时内暂停来自英国的人员旅行

据新华社首尔12月21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首尔市代理市
长徐正协21日发布行政命令，宣布
首尔、仁川、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从
本月23日0时起禁止5人及以上的
聚会，以遏制迅速扩散的新冠疫情。

徐正协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这
一行政命令暂定持续至2021年1月
3日24时。本月23日起，除婚礼、葬
礼之外，首都圈地区无论室内或室外
都将禁止5人及以上的各种宴会、聚
会等。婚礼、葬礼的参加人数限制在

50人以下。
徐正协强调，若上调防疫级别

至最高的3级，将令经济活动和日
常生活陷入停滞，现在应竭尽全力
管控疫情。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最新统计，
20日0时至24时，韩国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926例，累计确诊50591例；
新增死亡24例，累计死亡698例；累
计治愈35155例。20日新增确诊病
例中，70%以上分布在疫情最严重的
首都圈地区。

韩国首都圈
将禁止5人及以上聚会

新华社新德里12月20日电（记者胡
晓明）印度文化部20日发表声明，宣布取
消新冠疫情期间对受国家保护的古迹遗
址的游客数量上限，以促进旅游业复苏。

声明说，取消这些古迹遗址游客数量
上限后，每日游客数量可由文化部下属的
考古调查局和地方政府共同确定。此
外，这些古迹遗址可恢复声光表演。如
果当地网络和二维码扫描存在问题，可
恢复销售实物门票，但仍须遵守政府公
布的有关防疫规定。

为防止新冠疫情蔓延，印度自3月17

日起关闭了全国总共3691处受国家保护
的古迹遗址。7月6日，随着封锁的逐步
解除和生产生活的恢复，这些古迹遗址重
新对游客开放，但对每日游客数量的上限
做了规定，并宣布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
仅销售电子门票、停止声光表演、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禁止集体拍照等。

印度卫生部20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
据显示，截至当天上午，该国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100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145477
例。尽管目前印度新冠疫情蔓延速度有
所放缓，但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印度取消疫情期间
古迹遗址游客数量上限

美国会大厦。 新华社发

就新一轮经济纾困方案

美国会两党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0

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国
会两党20日就一项一直争议
不断的、总额约9000亿美元的
经济纾困方案达成一致，以应
对仍在肆虐的疫情。

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当
天还达成一项总额达 1.4 万
亿美元的 2021财年（始于今
年 10月 1日）预算方案。众
议院将于21日就两项方案统
一投票。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0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
研究中心20日表示，哈佛大学荣誉退
休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逝
世，享年90岁。

费正清中心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公
布了这一消息。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
治国研究会东亚项目主任史文在社交
媒体上确认，傅高义当天在美国马萨
诸塞州剑桥市一家医院逝世。史文表
示，傅高义是倡导美国应以更理性和
平衡方式思考中国的主要支持者，他
的逝世对学界是一个重大打击。

傅高义（英文名埃兹拉·沃格尔）
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他对中
国和日本问题研究造诣很深，被认为
是美国为数不多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
学者。他曾两度担任费正清中心主
任，并于1993年至1995年在美国国
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情
报官。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被视为

向西方客观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
国的重要著作。

去年7月，傅高义与史文等人共
同执笔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登题
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今年4
月，傅高义曾与近百位美国前政府高
官、专家学者一同呼吁美国与中国开
展合作，共同抗击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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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2月21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本政府21日召开内阁会议
敲定2021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
为5.3422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03.5
日元），连续9年增长。

据日本媒体报道，2021财年日本
防卫预算较本财年增长0.5%。日本
防卫预算已连续6年超过5万亿日
元，连续7年创新高。2021财年防卫
预算部分内容包括：航空自卫队下一
代战斗机研发费用576亿日元，地对

舰巡航导弹改良计划335亿日元，新
建“宙斯盾”舰调研费用17亿日元，新
型人工卫星群相关调研费用1.7亿日
元等。日本分摊的驻日美军费用预算
维持在2017亿日元水平。

日本自卫队近年频繁购买、改造
军事装备。日本《朝日新闻》日前发表
评论说，日本政府嘴上说是在“专守防
卫”框架内，实质上这一原则已被架
空，有关做法可能引发军备竞赛、造成
地区局势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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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格达12月20日电（记
者张淼）伊拉克军方20日说，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绿区”当晚遭数枚
火箭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启
动防空系统对火箭弹实施了拦截。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
说，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20日晚从巴
格达东南部区域向“绿区”发射数枚

“喀秋莎”火箭弹，击中“绿区”内部分
建筑和车辆，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伊拉克内政部一名官员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大使馆的防空系

统当晚拦截并摧毁4枚火箭弹，另有一
枚火箭弹击中“绿区”内一处军事设施。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当天发表声
明说，使馆防御系统对火箭弹袭击实
施了干预，袭击造成使馆部分设施轻
微受损，未有人员伤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
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绿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是伊
拉克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和英国驻伊大
使馆所在地。针对“绿区”的类似袭击
事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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