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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遗失声明
土地权利人:海口市灵山镇北抚
北经济合作社、海口市灵山镇北
抚南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所有证》，证
号:海口市集有 2004 第 020075
号、海口市集有 2004 第 014508
号、海口市集有 2004 第 000322
号、海口市集有 2004 第 000330
号、海口市集有 2004 第 000310
号、海口市集有 2004 第 000319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易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海南华盛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工会遗失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J6410031060602,开户行为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中支行，
账号为 2201026709200057332，
特此声明。
●澄迈鼎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段莹身份证号：430902199403
159044不慎遗失准迁证，准迁证
号：琼准字00812767，现声明作废。
●三亚十八渡蓝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十八渡蓝度假酒店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 副 本 ，证 号
JY24602001297707，特此声明。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
建设银行儋州支行开立一般账户，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公章（2009
年度刻制）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王刚、雒燕燕遗失海口绿地五源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
化城收据，收据编号0319253，金
额为105000元，声明作废。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

延续公示
海南奥通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
道62号，业务范围汽车保险代理
服务、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
失勘察和理赔，负责人强禾玮，注
册资金1000万元，许可证有效期
至2023年12月29日。

●施红清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
正恒帝景小区7号楼2603室购房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 ：4600162350，发 票 号 码 ：
01895517,金额：96558 元，特此
声明。
●儋州市中和镇中和居委会东坡
村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特此声明。
●东方市广播电视台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Z6410000579501,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煲攒记美食坊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668527,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新希望饲料配送中心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469034600144602，声明作
废。
●万宁中厚土方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本人梁炎遗失海口绿地城A-
01井14-2-901室2017年12月5
号 开 据 的 收 据 ，收 据 号 ：01-
0018547，金额，527,854元；2017
年 12 月 24 号开据的收据，收据
号：01-0018991，金额77万元，声
明作废。

声明
我 单 位 郑 重 声 明 编 号 为

“46900700006317”的公章即日
起作废，自登报之日起生效。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东方油
库 2021年1月8日

减资公告
海南王者天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60000747799666X）
经公司会议决议将原注册资本
1518万元人民币现减至1000万
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在见报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要求清
偿或相应的担保，逾期本公司将依
法减资，特此公告。

通知
海南三亚茶叶进出口公司：

1998 年 3月 24日我与贵司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办

理房产证时我须支付海南三亚茶

叶进出口公司住宅楼A栋1单元

704房购房款15000元，加之前期

贵公司未收取的房款1796.81元，

办理房产证时我应向贵司支付房

款共计16796.81元。因无法联系

贵司，请贵司或对贵司有权利义务

承接关系的单位七日内向我主张

收款权利，并立即为我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否则我将房款16796.81

元提存至三亚市公证处，并依法通

过法律途径主张过户权益。特此通知

杨毛和 2021年1月8日

●海口龙华顺利建材经营部不慎
遗失海口农商银行铁桥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5648602，
声明作废。
●海南省儋州市峨蔓镇那陆村民
小组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欢乐小海豚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陆嘉不慎遗失琥珀假日天地小
区02幢01单元607室的购房海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号：
4600162350，发票号码：05430963，
金额：839959元，现特此声明。
●王秀梅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山水龙湾13栋807房收据伍张
号 码 为 ：0003592 0003726
0001601 0001342 0000420，声
明作废。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遗失海南省非税收
入 一 般 缴 款 书 两 张 ，票 号 ：
0325163263、0325163378，现 声
明作废。
●出租人：李思良，承租人：符儒春
遗失座落于海府路59号52栋801
房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
[2018]第31808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关于重新确认会员资格的通知
海南外省驻琼办事机构联合会拟
办理注销。现重新确认会员。请
会员于2021年1月9日-2021年
1月15日到本会进行会员资格确
认登记。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六东路十号龙府度假酒店5栋 2
楼。0898-66262523。若在规定
时间内没有进行资格确认，视为自
动放弃会员资格。

海南外省驻琼办事机构联合会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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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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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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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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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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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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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多名议员呼吁罢免总统特朗普

美国会骚乱引发白宫辞职潮
政治内耗加剧社会分裂

在一片“声讨”中，特朗普7日晚发
布简短视频讲话，谴责骚乱事件，称“新
政府将于1月20日就职”，表示“现在重
点是确保权力平稳、有序和无缝交接”。
美媒认为，这代表特朗普正式承认败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深层
次问题的解决。首先，共和党内支持特
朗普的力量依旧存在。在骚乱事件后国
会重新认证选举结果的过程中，近140
名共和党众议员和8名共和党参议员继
续支持特朗普挑战总统选举结果。不少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副总统彭斯和参议
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在这一问题上
公开与特朗普切割，党内分裂加剧，但国
会骚乱不太可能导致共和党内部近期出
现反对特朗普力量占主导的态势。特朗
普凭借2020年大选中的高得票和在共

和党选民中的高人气，仍可望保有对共
和党的影响力。

其次，大量美国民众仍对2020年大
选结果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新近民调
显示，近40%的美国选民，包括76%的共
和党人，不相信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7日公布的舆观调查公司民调则显示，
45%的共和党选民支持“攻占国会”，多
数共和党选民甚至认为拜登应为这一事
件负责。带头支持特朗普挑战选举结果
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克鲁兹均被认为
意在争取“特朗普选民”以追逐自己的

“白宫梦”，但他们的附和反过来也助长
了民众对选举结果的不信任。

再者，骚乱事件折射出美国左右两
翼截然不同的信息生态和认知分歧，

“信息茧房”势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加深

美国社会分裂。在国会大厦遭警察枪
击身亡的35岁白人女子是一名空军老
兵，社交媒体记录显示她对右翼的很多
阴谋论说法深信不疑。左翼认为她是
政治谎言的受害者，而激进右翼称她为

“烈士”和“爱国者”。
就骚乱处置，左翼强烈批评国会警

察“双标”，对2020年参与反种族歧视
抗议的非洲裔美国人态度粗暴，而对攻
占国会的白人特朗普支持者却态度友善，
甚至一起玩自拍。右翼则抱怨，“黑人的
命也是命”抗议者受到温和对待，而国会
冲击者却面临法律严惩。如何阻止美国
政治话语中的“真相衰退”，是摆在已出
现巨大裂痕的美国社会面前的难题。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 记者徐
剑梅 孙丁 邓仙来）

7 日，当选总统拜登再次发表讲
话，继6日将骚乱定性为美国历史“黑
暗时刻”后，把袭击国会的特朗普支持
者称为“暴徒、叛乱分子、本土恐怖分
子”，并明确将责任归于特朗普。

当天，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
默、众议长佩洛西等多名民主党人以及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美国法律界和商界
人士纷纷呼吁副总统彭斯援引宪法第
25条修正案，立即罢免特朗普。据美
媒统计，已有100多名国会议员呼吁罢

免特朗普。
骚乱事件触发特朗普政府官员的

离职潮，多名官员以辞职“切割”他们同
特朗普的关系。交通部长赵小兰7日宣
布辞职，成为国会骚乱后首名辞职的内
阁官员。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当晚也
递交辞呈，并明言特朗普的言论煽动了
骚乱是促使她辞职的转折点。

国会骚乱后宣布辞职的政府官员
还有美国北爱尔兰事务特使米克·马尔
瓦尼、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

杰、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办公室主任斯蒂
芬妮·格里沙姆等。

特朗普还被美国主要社交媒体平
台禁言。推特6日冻结拥有超过8800
万关注者的特朗普账号12小时。脸书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7日宣布将在脸
书及其照片分享网站Instagram屏蔽
特朗普至少到1月20日其任期结束为
止。热门视频网站YouTube宣布7日
起实施更严格政策，以限制特朗普发布

“虚假选举欺诈声明”。

美国国会骚乱在华
盛顿掀起的猛烈政治风
暴7日仍在继续，多名议
员呼吁罢免总统特朗普，
交通部长和教育部长当
天先后宣布辞职。特朗
普当天发表讲话称新政
府将按时上台。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
特朗普的讲话似乎预示
国会骚乱后有关总统选
举结果的争议告一段落，
美国社会也再度响起敦
促白热化党派政治降温
的呼声，但两党政治极
化、社会分歧扩大、民众
对“建制”和精英不信任
等问题积重难返，政治内
耗触目惊心。

新华社联合国1月7日电 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7日说，据媒体报
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等三个联
合公报中也就此作出明确承诺。中方坚
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一
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发言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一个
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
关系准则。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政治
操弄，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行径不会得

逞。我们要提醒美方，“玩火者必自
焚”。美方必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沉重
代价。中方强烈敦促美方停止疯狂挑
衅，停止为中美关系和双方在联合国的
合作制造新的困难，停止在错误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官员访台

政治风暴持续

深层问题难解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当选总统拜登7
日宣布，提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梅里克·加兰出任
美国司法部长。

拜登当天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市主持新政府司法部官员提名人选
见面会。除加兰外，拜登还提名前白
宫反恐和国土安全顾问莉萨·莫纳科
出任司法部副部长。

拜登在见面会上表示，将致力于

重建司法部的“荣誉、诚实性和独立
性”，相信提名人选能胜任司法部领
导岗位。

现年68岁的加兰毕业于哈佛大
学法学院，1997年起担任哥伦比亚特
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2013年就
任该法院首席法官，是自由派法官。
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
加兰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当
时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以美国进
入大选年为由拒绝推进提名程序。

拜登宣布美国司法部长提名人选

1月7日，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在巴西利亚出席新闻发布会。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7日宣布，巴西联邦政府已与圣保罗州布坦

坦研究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1亿剂由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巴西计划购买1亿剂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疫苗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
哈梅内伊8日说，他已要求伊朗政府
不得进口美国和英国的新冠疫苗。

伊朗是中东地区新冠疫情最严重
国家之一，去年12月下旬启动本国在
研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伊朗卫生部发
言人基亚努什·贾汉普尔告诉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伊朗预期今年春季研发
出本国首款疫苗。

伊朗政府先前指责美国制裁令伊
方难以进口疫苗。伊方去年12月24
日说，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同意伊朗一
家银行向外国银行转账，从而购买外
国疫苗。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哈梅内伊要求伊朗不进口美英疫苗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
熊茂伶 吴晓凌）美国司法部7日表示，
波音公司因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
737MAX飞机评估中存在不当行为
将支付罚款，补偿航空运营商，并对两
起空难进行赔偿，总额超过25亿美元。

美国司法部当天表示，波音将支
付 2.436 亿美元刑事罚款，向购买
737MAX飞机的客户补偿17.7亿美

元，并建立5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赔偿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坠机事件遇难者的继承
人、亲属和合法受益人。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狮
航和埃航接连发生空难，总计346人
丧生，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MAX系
列客机。737MAX系列客机2019年
3月起在全球停飞。

就737MAX飞机坠机事件

波音将支付逾25亿美元罚款和赔偿

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显示，美国
硅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7日身家大
涨，首次成为全球首富。

彭博社当天报道，马斯克目前拥
有资产1948亿美元，超出世界前首
富、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
斯资产95亿美元。后者位居第二；微
软公司创始人之一比尔·盖茨以1320
亿美元资产名列第三。

马斯克跃升富豪排名榜首，主要
得益于特斯拉股价上涨。这家美国电
动汽车制造企业的股票价格7日收盘
上涨7.9%。马斯克是特斯拉首席执
行官，持有20%特斯拉股份。

得知成为世界首富后，马斯克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帖说，“真奇怪”，随
后又跟帖“还是干活吧”。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身家逾1900亿美元 马斯克跃居世界首富1月7日，
在美国特拉华
州 威 尔 明 顿
市，梅里克·加
兰在新政府司
法部官员提名
人选见面会上
发言。
新华社/路透

1月8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右）在堪培拉出席新闻发布会。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8日宣布，为阻止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在澳传播，

澳将实施缩减入境人数、要求旅客在飞机上和机场内遵守“口罩令”等一系列强
化防疫措施。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摄

应对变异新冠病毒 澳政府强化防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