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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谢焕祥因保管不善，将昌林证字
（2008）第010627号《林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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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证》证
书作废。

声明人：谢焕祥
2021年1月23日

●海口鸿叶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陈景新不慎遗失坐落于琼山市
云龙墟第一园四街的土地证，不动
产权证号：1998-10-0020＄，声
明作废。●海南归一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文昌百佳汇分店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号：琼CB1305201（合），声明
作废。

●蔡亚强遗失坐落于机场东路14
号省旅游局宿舍B栋403房的房
屋租赁证，租赁证号：美房租证
[2018]第30756号，声明作废。●海南万佳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15116车（黄）的道路运输证正本
（ 证 号 ：琼 交 运 营 洋 浦 字
462000061042号），现声明作废。●五指山众望汽车配件营业部不
慎遗失农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372902，声明作废。●邱妚三，张逊仁遗失美兰区银河
苑安置小区1栋A单元802房《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现场编号：
B219-1，登记顺序号：322-1，声
明作废。●李文清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
白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车位收
据一张，编号：HN3011687，特此
声明作废。●刘聚克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
白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地下车
位收据一张，编号：HN3011688,
特此声明作废。●秦君不慎遗失房产证，证号为：
海房权证海字第77188号，声明作
废。

公告
2021年1月22日东方市花卉协会
在东方市民政局登记成立社会团体
的申请书已获批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9007MJY6754200，法
人代表：刘坤。特此公告

东方市民政局
二0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三亚金四季茶艺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2001842167，声
明作废。●李琼燕不慎遗失琼C84082车
辆 道 路 运 输 营 运 证 ，证 号:
469006002618，声明作废。●澄迈晨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胡 以 明（乐 东 黄 流）（HN-
LDN021）不慎遗失代办保证金收
据共2000元，现声明作废。●汪进云遗失陵水县城镇房屋拆
迁安置协议，144平方（地块编号5
号），特此声明。●汪进云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690342020092202，用地项目名
称，私人住宅，用地位置，陵水县椰
林镇椰林二期安置区5号，用地面
积144平方，声明作废。●汪进云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拆
迁办公室开具的椰林二期安置地，
地块证明书 144平方（地块编号5
号），特此声明。●本人孙文浩遗失长影滨海（海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认
购书一份，编号0000193，声明作
废。

法人变更公告
我学校和幼儿园原法定代表人伍

绍红现变更为张洪波。2021年1

月22日前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

问题与现股东、现法人无任何关

系，所有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法人

承担。特此公告

海口市海台金华学校

海口市海台金华幼儿园

员工解聘声明
我司原招商部员工孙研已于2020

年11月26日被公司解聘，我司郑

重声明，自其离职之日起，孙研在

外的一切活动皆属于个人行为，所

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皆与我司无关。

特此声明。

海南农垦南平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海南宏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26MA5RC6R394 经股东
决定申请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仟万
元减到人民币壹佰万元，特此公告。

●海南金鸿盛世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MA5RDEJF37）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澄迈磊鑫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7425983476）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澄迈易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7425983551）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海南省南药野菜膳食研究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0563851575，声 明 作
废。●游建设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秀
大道57号金龙小区（景海阁）1107
房 的 土 地 分 割 证 ，证 号 ：
2007001576，声明作废。●海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州
分公司开具的收款凭单（代办押
金），押金条编号为：0043711，金
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10130期）

受委托，于2021年1月30日在本
公司拍卖厅拍卖海南三强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位于大致坡镇昌福管
区龙马坡地块；竞买保证金1.4亿
元。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 1月
29日17时止。咨询电话：0898-
69388888，报名地址：海口市渡海
路88号海口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
地1号楼A座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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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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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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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家渔船捕捞生鲜马鲛酬宾
欢迎预订13198961639

广告·热线：66810888

观 天下

美国总统拜登21日在白宫宣布一
项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战略，并签署多
项与抗疫相关的行政命令。

这份长达198页的国家战略文件
共包含7项应对新冠疫情的目标，包括
重建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推进
安全、有效、全面的疫苗接种计划；通过
实施“口罩令”、增加检测量、提高治疗
能力和增加医护人员等手段来遏制病
毒传播；扩大紧急救助计划，动用《国防
生产法》；安全重启学校、经济、旅游行
业等；保护风险最大的群体，促进公平；
为应对未来可能的疫情威胁做好准备

等。白宫将组建一个疫情应对办公室
来协调各部门实施这一国家战略。

拜登21日表示，到今年2月美国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可能达50万。

拜登当天还签署了多项与抗疫相
关的行政命令，内容包括增加新冠疫
苗、病毒检测设备、个人防护用品的产
量和供应量，提高新冠病毒检测能力，
加大新冠治疗方法研发力度，要求美卫
生与公共服务部为学校恢复安全运转
提供指导意见，规定民众在机场等场所
和乘坐飞机、火车、游轮时须戴口罩。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1日电）

拜登宣布美国抗疫国家战略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1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白宫21日表示，美方寻求
将即将到期的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延长5年。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当天下午
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拜登一直认为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符合美国家安全
利益。在目前美俄处于对抗关系时，延
长该条约的意义更为凸显。

普萨基还表示，《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是目前“唯一限制俄罗斯核力
量的条约”，并且是两国战略稳定的
支柱。

美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当天晚
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此前遵
守该条约符合美国家安全利益，该条约
延长至2026年将为两国探索新的军控
协议提供时间和空间。

此前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就《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发表声明说，俄
方认为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
5年是最优选项，俄美两国将有足够时
间共同寻找解决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
领域新问题的答案。俄方希望美国新
政府在与俄方对话中能采取更具建设
性的立场。

美方寻求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

拜登政府班底人选有深意
美国总统拜登20日正式就职后，已推出包括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内的多项行政措施，其

所在的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参议院也在积极推进相关内阁成员上任前所需的确认流程。
拜登接手的美国，深陷多重危机：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万例，政治撕裂空前，经济就业疲软，债务风险高

企。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统执政班底究竟如何，显得格外重要。有分析人士指出，启用“华盛顿老人”以期政府快
速运转、人员背景多元化以求实现政治团结、竞选“功臣”得到回报等成为拜登内阁提名的主要特点。

新华社柏林1月21日电（记者
张毅荣）德国总理默克尔 21日表
示，德国新冠疫情正处在“极为艰难
阶段”，所有人必须继续“负责任行
事”，一切为今年控制住疫情并最终
战胜疫情的目标服务。

默克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尽
管德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重症病例
数开始减少，但新增死亡病例数仍
居高不下。此外，德国已发现变异
新冠病毒，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其

风险，尽可能减缓其扩散。
默克尔表示，德国政府将尽一切

努力支持新冠疫苗生产，力求今年夏
季结束时所有民众都能接种疫苗。

默克尔说，欧盟国家首脑21日
晚将以视频会议形式讨论新冠疫
情，推动欧盟尽可能采取统一的防
疫措施，并掌握新冠病毒的传播、变
异和疫苗接种等情况。

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19
日达成协议，将主要防疫限制措施

延长至2月14日。协议规定，文体
休闲场所、非生活必需品商店、理发
店等服务业继续关闭；幼儿园和学
校除毕业班以外的年级继续远程教
学；民众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和在
商店购物时必须戴医用口罩；雇主
必须允许雇员尽可能居家办公等。

根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
赫研究所21日发布的数据，截至当
天零时，德国累计确诊2088400例,
累计死亡49783例。

默克尔：

德国新冠疫情处在“极为艰难阶段”

谁被相中

美国内阁除副总统外，还包括国务卿、财政部
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15名行政部门负责人。此
外，白宫办公厅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
情报总监、美国贸易代表等重要职位具有内阁级
别。拜登在上任前已完成对所有内阁以及内阁级别
官员的提名或直接任命，参议院目前开始对需要经
其审批的提名人选进行审议和投票。20日，参议院
批准埃夫丽尔·海恩斯担任国家情报总监，这是参议
院确认的首位拜登政府内阁级别官员。

拜登重要内阁提名包括：前副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任国务卿，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任财
政部长，退役四星将军劳埃德·奥斯汀任国防部长，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梅里克·
加兰任司法部长等。这四个职位传统上被称为内
阁“四大员”，拥有更高的重要性和曝光度。

外界关注的几个内阁级别职位中，拜登任命曾
担当其竞选顾问的罗恩·克莱因出任白宫办公厅主
任；任命自己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的副总统国
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提名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顾问戴琦
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等。

面临障碍

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各掌握50个
席位，而副总统作为参议院议长握有决定性的一
票。这意味着，不出意外，拜登的内阁提名在参议
院将能较为顺利通过。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让情况稍显复杂的
是，当前参议院不仅要在前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开
始审理针对他的总统弹劾案，还要审议新一轮新
冠疫情经济救助计划等，这些耗时耗力的议程或
将影响参议院审议和批准内阁提名的进度。

美国《政治报》刊文说，考虑到弹劾案引发的
党派纷争，拜登内阁人选想要快速得到批准并非
易事。拜登对此表示担忧，呼吁参议院“并行工
作”，半天用于审理弹劾案，另外半天用来审议和
批准其内阁成员人选以及推动新一轮新冠疫情经
济救助计划等。

目前拜登已任命一系列代理官员暂时掌管重
要的联邦政府机构，直到参议院批准正式人选，以
尽量确保政府部门在过渡期能够正常运行。

（新华社华盛顿1月21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
梅 邓仙来）

颇有用意

有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内阁班底中，不少人是前总
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高级官员，有些甚至曾任联邦政府
机构一把手或二把手。《今日美国报》社论说，拜登内阁
成员人选中很多都是华盛顿“老江湖”，他们政策经验丰
富，熟悉联邦政府运作。美国现在面临多重难题，联邦
政府机构需要这些“熟手”接管以带来更多稳定性。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拜登内阁人选还注重了平衡
性别、种族等因素，并且不忘提携后辈，奖励竞选“功
臣”。如果所有人选均顺利得到参议院批准，将创造一
系列“第一”：美国历史上首位原住民内阁部长、首位女
性财长、首位非洲裔防长、首位拉美裔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长、首位移民出身的国土安全部长、首位亚裔美国贸
易代表等。值得一提的是，卡玛拉·哈里斯已经创造历
史，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拜登还提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前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皮特·布蒂吉格出任交通部长。美国媒
体认为，39岁的布蒂吉格是民主党政治新星之一，再
度竞选总统或只是时间问题，拜登有意帮他“刷履历”。

此外，拜登竞选团队的胜选“功臣”几乎悉数被委
以要职，这也是新总统选人用人的惯常做法。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2日凌晨在
互联网发布声明，声称前一天在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发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

“伊斯兰国”在声明中说，该组织
两名成员在巴格达市中心塔亚兰广场
引爆身上的炸弹。

塔亚兰广场上一个露天集市21
日上午遭遇连环爆炸袭击。事发时，
市场人员密集。伊拉克卫生部说，至

少32人死亡，110人受伤。
伊拉克联合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塔

赫辛·哈法吉21日说，两起袭击由“伊
斯兰国”残余势力发动，目的是“显示
存在”。

伊拉克正在为今年的国民议会选
举做准备。法新社报道，伊拉克议会
选举前通常袭击事件多发。

安晓萌（据新华社专特稿）

“伊斯兰国”认领伊拉克自杀式炸弹袭击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1日提高
悬赏金额，寻找国会受暴力冲击期间
放置两枚自制炸弹的嫌疑人。

联邦调查局赏金从5万美元上升
到7.5万美元。法新社报道，这一举
动说明联邦调查局眼下可能没有掌握
涉嫌放置炸弹人员的任何线索。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这名嫌疑人
6日身着灰色宽松连帽衫、戴手套和
口罩，把炸弹放置在国会大厦附近的
民主党、共和党办公地点。

炸弹没爆炸，但构成威胁。一些
人怀疑，炸弹可能用于引开安全部队，
以便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
持者6日暴力冲击国会。一些示威者
冲进国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一名
国会警察和4名示威者死亡。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
项目数据显示，联邦政府目前已起诉
来自35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117名
示威者。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FBI提高赏格捉拿放置炸弹示威者

加拿大总督朱莉·帕耶特21日宣
布辞职，同时为造成工作场所“紧张”
氛围道歉。她是加拿大联邦成立以来
首名辞职的总督。

多家媒体报道，帕耶特宣布辞职前
几小时，加拿大政府多名高级官员收到
关于帕耶特涉嫌“职场霸凌”的独立调查
报告，报告对帕耶特提出“尖锐批评”。

去年7月以来，多名总督府工作
人员向媒体披露，帕耶特经常对工作
人员大吼并公开羞辱工作人员，其中
一些人“哭着离开她的办公室”，十多
人因此辞职。加拿大枢密院随后就相

关媒体报道发起独立调查。
帕耶特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她认

为“应该任命一名新总督”，她已将辞
职决定告诉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帕耶特现年57岁，是首名进驻国
际空间站工作的加拿大宇航员，2017
年就任加拿大总督。特鲁多21日宣
布大法官理查德·瓦格纳将暂代总督
职务，直到新总督被任命。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国家元首
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拿大总
督由总理提名、女王任命，任期5年。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涉“职场霸凌”加拿大总督辞职

1月21日，
乌克兰东部哈
尔科夫市一家
养老院发生火
灾，造成至少
15人死亡、5人
受伤。

图为一辆
消防车停靠在
发生火灾的养
老院附近。

新华社发

乌克兰一养老院发生火灾至少15人死亡

日本内阁 22
日通过多项法律
草案，推出惩罚制
度，以强化落实新
冠防疫措施。这
些草案为应对新
冠病毒特别措施
法、传染病法和检
疫法的修正案。

图为22日，一
名戴口罩的行人从
挂有东京奥运会标
志海报的日本东京
都厅大楼前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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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着手修改多项涉疫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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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