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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热烈庆祝
海南汇凯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20周年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盛达景都B栋401
电话：0898-65356771

作废声明
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

1月7日前的旧章(公章财务章发

票章合同章项目章)全部作废，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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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救灾协会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王捷遗失一份琼海华悦实业有

限公司融创金成博鳌金湾项目半

海洋房，四期—半海一期，19栋3

单元302房屋产品认购书一张，编

号为0001723，声明作废。

●海南省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遗失财务专用章、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000573061388R，声 明 作

废。

●海南省基层政权建设促进会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塔岭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20000535605，声明作废。

●梁裕国遗失澄迈南海阳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保证金

收据一张（3栋2单元15F），收据

编号：3848544，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海南易源筑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蜈支洲岛珊瑚酒店C栋房
间装修工程已竣工结算，现我公司
成立项目清算组，负责处理该工程
项目债权债务等后续事宜，请与本
项目有债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
见公告之日起45天内持相关合同
及结算单据向清算组申报，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3-3750-5201李兆
记 133-3761-0301李占
海南易源筑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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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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557366667W）、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
有 限 公 司（注 册 资 本 3000 万 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051058077W）和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 册 资 本 ：4931.750980 万 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069663638L）分别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决定，海
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完成后，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存续，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及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海南
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继。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
为没有提出要求，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
系人：田春红。联系电话：0898-83308808。联系地址：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泓洋路与吉浦路交叉口凯森仓储港园区KS319。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47、A-48-1地块局部
用地性质及规划设计条件。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1月10日至2021
年2月9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
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 1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A-47、A-48-1地块局部用地性
质及规划设计条件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世界新闻 2021年1月10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杨薇 检校：王振文 陈旭辉A07 综合

观 天下遭推特遭推特““永久封禁永久封禁””

特朗普会否特朗普会否被沉默被沉默？？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推特公司8日宣布，“永
久封禁”现任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的个人账
户，理由是“存在进一步
煽动暴力行为的风险”。

这是推特首次“销
号”一国领导人。特朗普
表示，不会就此“被沉
默”，正考虑尽快创建自
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推特公司在一篇博客帖文中详细
解释“销号”理由，认为在国会大厦骚乱
以及网络上流传一些针对当选总统约
瑟夫·拜登就职的武装抗议计划背景
下，特朗普8日所发两条推文构成“美
化暴力”。

1月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暴
力示威。部分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导
致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
会议中断。一名女示威者被国会警察
开枪打死，一名警员伤重不治。另有3
人在急救过程中死亡。

特朗普的个人账户@realDon-

aldTrump有超过8800万粉丝，2009
年开设推特账户以来累计发推文超过
5.7万条。

国会大厦遭冲击后，特朗普个人账
户发布一段视频，反复指认选举舞弊并
称赞示威者。账户随后被禁言12小
时。推特当时警告，再有违规，可能永久
封禁。

个人推特账户遭封禁后，特朗普
用“粉丝数”3340万的美国总统官方账
户@POTUS连发多条推文，指认“推特
与民主党、激进左翼共谋”，试图让他
和投票给他的7500多万选民“闭嘴”。

换“台”不易

据路透社统计，特朗普自出任总
统以来，其个人账户发推文大约 2.6
万条，平均每天18条，有时一天超过
100条。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的个人账户
用途繁多。他在推文里宣布政策，常
常令人意外；抱怨媒体；贬低妇女、少
数族裔和他眼里的敌人；称赞自己的
支持者；宣布解除官员职务。他的推
文经常充斥感叹号，单词全部大写，有
时甚至只有一个单词。就像他在竞选
集会上的演说，他的推文充斥大量不
实消息。

报道说，特朗普被推特禁言后，可
能会移师“帕勒”（Parler）等其他在线
平台。“帕勒”创立两年，用户发言更加
随心所欲，在特朗普铁杆粉丝中正越
来越受欢迎。许多人使用它传播虚假
信息和仇恨言论。

谷歌公司8日暂停从安卓商店下
载“帕勒”，缘由是该平台持续出现试图
在美国煽动暴力的内容。谷歌说，除非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不会恢复下
载。苹果公司发出类似警告，给“帕勒”
24小时改正。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声称不会出席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

交接在即 特朗普遭遇多重困境

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发
布简短视频承诺有序权力交接，谴责
骚乱事件，但只字未提自己及支持者
与骚乱有关。

8 日 上 午 ，特 朗 普 再 发 推 宣 称 ：
“7500万伟大的美国爱国者投票给了我
……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发出
巨大的声音，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状态
或形式受到不尊重或不公平对待！”当
晚，推特宣布，“鉴于进一步煽动暴力的
风险”，决定永久封禁特朗普个人账号。

此前，脸书及其照片分享网站Insta-

gram、视频网站优兔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已宣布关闭特朗普账号或限制其发布声
明“至少到其任期结束为止或无限期”。

针对推特“永久封号”措施，特朗普
8日晚在美国总统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布
一系列推文，抨击推特公司“与民主党和
激进左翼协作”，试图让他和在 2020 年
大选中投票给他的美国“伟大爱国者”闭
嘴，宣布其团队一直在与其他社交媒体
网站谈判，“很快就会有重大宣布”。特
朗普还补充说，他还在考虑今后建立“自
己的平台”，并称“我们不会保持沉默！”

从2016年大选起，社交媒体平台尤
其推特是特朗普最有影响力的发声渠
道，也是他最大政治资产之一。

如今，这些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集
体封杀行动，犹如釜底抽薪，势将对特
朗普影响支持者的能量产生巨大杀伤
力。特朗普能否度过社交网络上的“生
存危机”，网络声量余下几何，将对他本
人今后政治命运和美国民粹主义运动
产生不小影响。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8日电 记者
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

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多名议员呼
吁罢免特朗普。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8日表示，如果特朗普不立即辞职，众议
院将准备启动弹劾程序。佩洛西还说，
她已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
米利沟通，做好必要预防措施“防止总统
发动军事行动或下达核武器发射命令”。

按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如认定总统等
官员在任期结束前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
大罪行和不检行为”，可以弹劾罢免。国会
众议院握有弹劾发起权，弹劾案审理权则
在参议院手中。如果众议院启动弹劾程
序，将是特朗普任内遭遇的第二次弹劾。

众议院曾于2019年12月表决通过两项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
妨碍国会，但参议院最终否决了弹劾条款。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占据众议院多
数席位的民主党人计划11日启动对特朗
普任内的弹劾，预计最快将于13日就弹劾
条款进行表决，简单多数票即可通过。不
过，现在距离拜登宣誓就职已不足两周，
即便众议院能够完成闪电弹劾，参议院也
难进行闪电审理。据报道，参议院定于19
日复会，如众议院提起弹劾，留给参议院
审理的时间极其有限。而且弹劾罪名需
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参议员投票赞成才

能成立，因此为特朗普定罪难度相当高。
按美国宪法规定，一旦弹劾成功，参

议院可以禁止特朗普再次担任公职，这
意味着他无法再次竞选总统，这对未来4
年的共和党内竞争以及两党选战，都将
产生实质性影响。

美国媒体8日援引白宫内部人士说，
除非特朗普确定自己会被弹劾罢免，从
而不能再度竞选，否则他自行辞职的可
能性不大。另据报道，特朗普可能考虑
离任前赦免自己，其律师团队正就他如
何保护自己免受刑事指控出谋划策，相
关考虑可能影响他离任方式和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
8日表示，他不会出
席当选总统拜登的就
职典礼。此举将打破
美国历史传统，使他
成为150年来首位不
出席继任总统就职典
礼的现任总统。此
外，美国媒体报道，美
国国会计划启动弹劾
特朗普的程序。

造成5人死亡的
国会骚乱事件令美国
总统权力交接染上暴
力色彩，震惊世界。
特朗普被指“点燃（骚
乱）导火索”，有可能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
任内两度遭到弹劾的
总统。

这是2013年3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唐格朗拍摄的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客
机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毁
机上载有50多名乘客

韩国国会8日召开全体会议，通
过一项法律修正案，对虐待儿童的行
为加大处罚力度。这项立法缘于年仅
16个月的女童郑仁（音译）遭养父母
虐待致死，此事在韩国引起公愤。

根据这项被韩国媒体称为“郑仁
法”的修正案，地方政府部门或调查机
构在接到关于虐待儿童的举报后，应

“立即”着手调查。托儿所员工、社会
工作者、医生等有义务举报虐童行为。

警方和专门负责虐童事件调查的
公务人员作现场调查时，可以出入的场
所范围进一步扩大。韩国《中央日报》
报道，修正案规定，进行调查时应将涉

嫌虐待儿童的行为人和受害儿童隔离。
嫌疑人如果拒绝履行提供证词、

提交资料等义务，将被处以最高1000
万韩元（约合5.9万元人民币）罚款；
如果妨碍执行公务，将被处以最高
5000万韩元（29.6万元人民币）罚款
或5年监禁。

郑仁去年2月被收养。据首尔广
播公司《想知道真相》栏目2日播出的
特别报道，她遭养父母虐待，多处骨
折，胰脏破裂，去年10月13日在医院
伤重不治。韩国社会为之震动，政府
承诺加强儿童保护。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通过“郑仁法”加强儿童保护

1月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新闻发布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表示，欧盟与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

新科技公司达成协议，将增购3亿剂两家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欧盟将增购3亿剂新冠疫苗

若不辞职将面临弹劾

“很快就会有重大宣布”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9日电（记者
余谦梁 梁辉）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官员
9日证实，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客
机当天从首都雅加达起飞后失联，之
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附近海域。

印尼交通部特里苏拉海岸巡逻船
船长埃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巡
逻船已抵达坠机海域，船上工作人员发
现失事客机残骸和一些遇难者遗体。

据报道，当地时间9日14时 36
分，这架载有50多名乘客的波音737-

500客机从雅加达国际机场起飞，前往
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14时40分左
右与地面失去联系，之后被发现坠毁
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的海域。

实时航班飞行状况服务商“24小
时飞行雷达”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架客
机在起飞4分钟后，其飞行高度在不
到1分钟内急降1万英尺（3048米）。

另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消息，印
尼方表示经初步核实机上无非印尼
籍乘客。

“美化暴力”

1 月 8
日在白宫拍
摄的照片显
示，特朗普
的推特账号
被封禁。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