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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朝晖不慎遗失房产证，证号：
03491，声明作废。
●琼山羊山旅游产品综合厂不慎
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
海口市国用（2016）第006829号，
特此声明。

●海南省轮滑协会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谢烨君不慎遗失医生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210460028000159，现
声明作废。
●邓祝妹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 证 书 一 本 ， 编 号 ：
HN07211730092，现声明作废。
●李红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
证 书 一 本 ， 编 号
HN07211730122，现声明作废。
●白锐不慎遗失海南雅航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三张，
收据编号:雅航 0011564 金额:
20000 元，雅航 0011565 金额:
30000 元，雅航 0011566 金额:
51515元，声明作废。
●东方市感城永成移动通信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JY36401060007159，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高性能铜材加工生产基地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详见
http://www.hbsjy.com/propu
blic/。李璐：18976426660

海南美亚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东方和美再生资源集散市场有限
公司(代码914690075949040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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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亿陆仟壹佰捌拾玖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壹仟壹佰玖拾玖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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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会计，电话：13724323023。

注销公告
海南捷明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代
码：91469027698925813M）拟向
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内来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梁秋娥：

本委受理你与被申请人海口美兰

佐岸咖啡厅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

案字〔2020〕第 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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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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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83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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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5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20210113期）

受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委托，定于2021年1月13
日上午10点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按现状“净价”公
开拍卖琼AN3773旧机动车一辆，
参考价：30000元，保证金：5000
元，展示时间：2021年1月11-12
日。竞买人须具备《海南省小客车
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的车辆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1月 12日
12: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金
贸东路5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
元1101室，电话：18976435423。

●琼山羊山旅游产品综合厂不慎
遗失公章、法人私章（肖会伟），声
明作废。
●海南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初级中学
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不慎
遗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280003733，声明作废。
●林冲遗失军人残疾证，证号：
2017L20020996022210002，声明
作废。
●许莉梅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号：201646002377，声明作废。
●李武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公园后
村 302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国用（95）字第 19971
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轮滑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000066514018X4，声
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 卖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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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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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 139768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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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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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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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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房产
海南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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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2021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通知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2020

年第03号）公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规定，2021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

作即将开始。考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两个部

分。考生自2021年1月6日-21日24时止登陆国家医学

考试网（www.nmec.org.cn）进行网上报名；考生现场审核

时间：2021年1月25日-2月8日。现场审核工作按属地

（市、县、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卫生健康委，省、委直属

事业单位）受理。现场审核主要是对已经网上报名的考生

进行资料审核，不接受补报名。考生在考区审核通过后，要

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考试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

放弃报名。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有关规定及考试相关信息，考

生可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查询，

或者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和中国中医药考试认证网查询。

国家卫生健康委网址：http://www.nhc.gov.cn/；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网址：http://www.satcm.gov.cn/；国家医学

考试网网址：http://www.nmec.org.cn/；中国中医药考试

认证网网址：http://www.tcmtest.org.cn/。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21年1月5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0120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月20日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琼海碧海一家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项下资产
含有位于琼海市银海路碧海一家一层商铺建筑面积224.63平方
米，海房权证海字第67096号;碧海一家一套公寓房产5层609房
建筑面积61.99平方米，海房权证海字第69381号(二证齐全)参考
价300万整体。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30万元，竞买保证金账户名
称：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海口龙昆支行，账号：
21139001040001861，展示时间：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1月
15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月19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
金（以到账为准）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
流园（二期）A区11层

电话：0898-66825575 13876355557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1年1月19日上午10:30在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
现状净价公开拍卖：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56户债权资产包
（截至2020年 8月 31日，资产包债权本息合计135,080.61万
元），参考价格：人民币13990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600
万元整。竞买方须与拍卖单位签署《竞买协议书》，并向拍卖单位
《竞买协议书》指定账户缴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确认竞买资格。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
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

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本次拍卖标的债
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
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月18日止。竞买保证金到账时
间：2021年 1月18日 16:3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办
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1月18日17:00前。主拍单位：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
横沟二街 3102 地块 D19 栋三层，电话：0898-32271868、
15719838888。联拍单位：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
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 1B802 室，电话：0898-68551218、
18689812120。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521765。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公告
海南琼山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同意我局有偿收回位于迈号办

事处名门村委会上田村（现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西侧）地段，土
地证号为文国用（2005）字第W0200502号当中，面积为6596.04
平方米（折合9.894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我局决定公告注销
该宗土地使用权，如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人有异议，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局登记，逾期则为无异议，我局将按
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并注销土地使用权。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公告
海南海力生食品有限公司同意我局有偿收回位于文昌市文

城镇名门村委会上田坡土地(文清大道西侧地段)，土地证号为文
国用(2002)字第W0200628号，面积为36.951亩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现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如与该公司有债权
债务人有异议，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局登
记，逾期则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土地相关手
续，并注销土地使用权。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日

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民俗文化园项目位于东寨港大道东
侧，海涛大道延长线规划路两侧共约 18.3 亩安置地，总投资约
1553.73万元，建安费约1227.20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以密封报价函(具体金额)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1月
7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孔工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月5日

关于邀请参与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
民俗文化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单位的公告

国际观察

2021年，这六场选举世界关注

2021 年 ，
世界多国将举
行选举。

德 国 、日
本、伊朗是地
区重要国家，
由谁担任新领
导人将影响其
所 在 地 区 局
势 ；以色列、
伊拉克、秘鲁
的选举则关乎
其国内政治乱
局走向。这些
选举各有哪些
看点？

美十名前防长敦促军方
勿介入选举结果纷争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惠晓霜）美
国全部十名在世的前国防部长3日警告，如果军
方介入总统选举结果纷争，国家将陷入“危险”境
地，下令者和执行者将被追责。

这些前防长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包
括在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内曾执掌五
角大楼的詹姆斯·马蒂斯和马克·埃斯珀。

他们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写
道，“质疑（选举）结果的时间已经过去”，依法“正
式清点选举人票的时间已经到来”。

2020年11月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和民主党
籍候选人约瑟夫·拜登分别赢得7400多万张和
8100多万张普选票。12月14日，美国50个州
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分别举行选举人会
议，投票选举下任总统。计票结果显示，拜登赢
得306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特朗普获得232
张选举人票。新一届国会定于本月6日召开参
众两院联席会议清点选举人票，并宣布总统选
举获胜者。

但是，特朗普宣称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行
为，迄今未承认败选。

1月3日，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会，众议院
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宣读誓词。

第117届美国国会3日开幕并投票选举新一
届众议院议长。现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
希·佩洛西获得连任，开启她在该职位上的第四
个两年任期。 新华社发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获得连任

秘鲁将于4月11日举行总统选
举。截至目前，秘鲁共有19个政党向
特别选举委员会递交总统候选人名单。

经历2020年弹劾总统引发的政
治和社会危机之后，今年的大选被许

多秘鲁人视为恢复国家政治稳定和
社会安定的出路。在过去20年中，
秘鲁政坛腐败丑闻不断，一些政客不

但自己贪污受贿，还以反腐名义争权
夺利，让秘鲁民众倍感失望。不少选
民不再信任传统政客，希望政坛能有

新人出现。
分析人士认为，确保大选顺利、

公平和透明地举行并实现政权和平
过渡，将是恢复民众对国家信任的第
一步。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秘鲁：是否会有新人出现

德国将于9月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从目前形势看，基督教民主联
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
社盟）组成的执政党联盟党仍有希
望获得最多选票。

从2005年起就担任德国总理的

默克尔此前已表示将不再参选总
理，这意味着德国的“默克尔时代”
将在本次选举后落幕。由于联盟党
极有可能成为选举最大赢家并主导

新政府，因此新总理将大概率由联
盟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民盟的新主
席出任。

基民盟定于1月中旬以线上形

式举行党代会并选出党主席。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
特、曾出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主
席的弗里德里希·默茨、联邦议院外
事委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是新
主席热门人选。

德国：谁将接棒默克尔

2021年，日本有两场重要选举：
一是主要执政党自民党将于9月举
行总裁选举；二是本届众议院将于
10月任期届满，面临换届选举。

去年9月，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
裁，随后接替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安
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安倍是中途

辞职，菅义伟只能接替其剩余的自
民党总裁任期至2021年9月。由于
目前在野党实力太弱，自民党赢得
众议院大选维持执政地位几无悬
念，因此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实际

上将决定首相人选。菅义伟在党内
本来就势力薄弱，如果他在剩余时
间内拿不出政绩、内阁支持率持续
下跌，连任自民党总裁进而保住首
相之位绝非易事。

至于众议院大选，最大的悬念
将是选举何时举行。一般而言，日
本首相会选择有利于本党的时机解
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而不是等
到众议院任期届满。但随着最后期
限日益临近，菅义伟的选择余地越
来越小。

日本：菅义伟能否连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
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和中间派大党
蓝白党2020年5月组成联合政府打
破了该国长期的组阁僵局，但双方由
于分歧严重不久前合作破裂，导致该
国将于3月23日举行两年内的第四

次议会选举。
与前三次选举相比，今年议会选

举将是一场全新竞争，变数颇多：蓝白
党内部出现分裂，选情堪忧，中左翼政

党更受挤压；内塔尼亚胡的党内对手
吉德翁·萨尔组建新政党并将角逐总
理一职，另一右翼政党统一右翼联盟
民调支持率攀升，选举格局演变成右

翼内部之争；内塔尼亚胡很难像前三
次选举那样得到美国“助选”……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能否继续连
任，新内阁会否再度“难产”，以色列
政局何时能稳定下来，都是颇受关注
的看点。

以色列：政治乱局能否结束

伊朗总统选举将于今年6月举
行。目前，前国防部长侯赛因·达赫
甘已宣布参选，多名现政府高官及部
分前政要后代等也被舆论认为可能
参选。不过眼下各政治派别内部仍
在酝酿、协调，尚未确定候选人，而且
候选人还需要通过资格审查，因此选

战格局可能要到四五月间才会逐渐
明朗。

新的伊朗总统来自保守派还
是改革派，被认为关乎美伊关系走
向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未来命

运。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
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认为，若保
守派领导人当选，或将推动伊朗在
地区事务上采取更多攻势，美伊关
系缓和难度恐会较高；若改革派领

导人当选，则可能采取较低姿态，
意味着美伊进行谈判和交往的空
间较大，或能实现关系缓和；若代
表改革派的现任总统鲁哈尼在选
举前能与美国新政府就重返伊核
协议达成共识，对改革派的选情将
是利好。

伊朗：美伊关系何去何从

伊拉克将于6月6日提前举行原
定于202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

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内部
政治派系林立、矛盾深重，且美国
等多方外部势力不断干预，导致
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内耗，社会问

题严重。
现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

2020 年 5 月上台后将提前选举
和选举改革作为政府最重要的

任务之一。尽管提前选举的目
标 正 在 变 为 现 实 ，但 有 分 析 指
出，包括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
和军事强人阿米里背后的政治

派别在内，原有政治势力仍将是
此次选举的主角。

此 次 提 前 选 举 能 否 如 期 顺
利 进 行 ，能 否 推 动 伊 拉 克 结 束
乱 局 ，将 是 对 伊 拉 克 的 一 场 考
验。

伊拉克：提前选举能否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