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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深圳市海星信力德智能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口航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执行依据为(2020)琼0105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
不主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处置被执行人海
口航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2-1国瑞海
涛阁 A1-8#楼【不动产权证号: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34952
号】。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上述
房屋的承租人须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进行书面申报，逾期
未申报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 0105执221号

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
海南鼎顶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我司与贵司原于2019年3月3日签订
的《海南易筑鼎顶装配式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现因贵司单方违约违反合作协议中第5.14条的约定。即，未能
提供符合协议约定的土地，未能保证土地使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
贵司与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海南土储中心”）签
订的《文昌木兰湾省级储备用地租赁协议（临时建设用地）298.75亩》
被海南土储中心于2020年5月8日以《关于解除临时租用298.75亩
文昌木兰湾省级储备土地意见的通知》解除，由此使得双方无法继续
合作。现我司中建投(沈阳)易筑节能房屋科技有限公司正式通知贵
司如下：一、贵司与我司在2019年3月3日签订的《海南易筑鼎顶装
配式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自本通知到达贵司
之日起解除。二、鉴于协议未能正常履行是由于贵司未能提供符合协
议约定的土地，且未能保证土地使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造成的。故我司
保留通过诉讼追究贵司赔偿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中建投（沈阳）易筑节能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遗失声明
我局不慎遗失财政定额票据，分别

为：1、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回单），共3份，票号为：0715

162020、0049749515、004974959

0；2、财政定额票据0049749574-

1-100（含回单）整本遗失，共101

份，涉及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

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2月26日

●海南百花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海口市金盘实验

学校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2319302，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张雪玲豆腐摊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天选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源泰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我局刊登在2021年2月26日《海
南日报》A15 版（儋自然资公告
〔2021〕4号）公告中宗地开发建设
要求第5项“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
度不低于400万/亩，每年土地税
收贡献不低于12万元，亩均年产
值均不低于500万元。”现更正为

“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
380万/亩，每年土地税收贡献不
低于10万元，亩均年产值均不低
于300万元。”其他事项仍以儋自
然资公告〔2021〕4号公告为主。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7日

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4月23日

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27日

●林炽岱不慎遗失长影（长流）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环球

100宝龙城项目Z08地块诚意金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为：0012645,

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乐东分

公司公章破损一枚，现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珠碧江学校食

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许可证编号:JY34690250001655，

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相子道武术短兵俱乐部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韩丽、冼小丽、谢

思佳与你公司的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21〕15、16、17号），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

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

●刘欣遗失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

碧桂园珊瑚宫殿二期碧云天一街

17#酒店公寓（幢）1（层）102房的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2019）陵

水县不动产权第0001432号，声明

作废。

●胡楠（于2021年2月8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510218197904119124，特 此 声

明。

●海南高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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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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天下

美国国防部25日说，美军当天对
位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目标发动空袭，并摧毁多处设施。这
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军发动的
首次经证实的军事行动。空袭有哪
些细节？为何在叙利亚东部实施袭
击？空袭对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有
何影响？

空袭有哪些细节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当天在
一份声明中说，空袭摧毁了包括“真主
旅”在内的民兵组织位于一个边境管控
点的多处设施，空袭由拜登下令实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拜登25
日上午授权此次袭击，美军在伊拉克方
面的情报帮助下完善了对攻击目标的
选择。柯比表示，拜登在授权袭击前与
盟友进行协商，包括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国际联盟；袭击发生在美东时
间25日18时许，叙利亚当地时间26日
凌晨1时许。

《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

此次空袭中美军向用于转运武器和人
员的建筑群投放了7枚炸弹。《华盛顿
邮报》说，空袭或造成数人死亡。

为何实施空袭

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此次空袭是
对美军和多国联军人员近期在伊拉克
遭袭并受到持续威胁的回应。近来，伊
拉克境内发生数起针对美军和联军的
火箭弹袭击事件。本月15日在库尔德
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发生的袭击造成
一名国际联盟承包商员工死亡，另有包
括一名美军在内的数人受伤，什叶派民
兵武装宣布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有
分析认为，美国此举向伊朗传递了明确
信号，即伊朗不能通过侵害美方利益而
获得筹码。

其次，此举有助于拜登政府打消
盟友和国内共和党人对其对伊政策的
疑虑。尽管拜登政府就任后频频对地
区国家作出安全承诺，但其近来关于
重回伊核协议的表态一定程度上引起
海湾国家、以色列以及美国共和党人

对美国或许会减轻对伊朗施压的担
忧，空袭有助于体现美国不会“纵容”
伊朗及其代理人在地区内的“恶意行
为”。已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当天的
袭击表示“欢迎”。

为何美方选择在叙利亚东部而不
是伊拉克境内展开行动？有美方官员
向媒体表示，选择袭击叙利亚的目标是

“自上而下”的决策，这表明其中并非只
有军事上的考量。特朗普政府时期几
次针对伊境内目标的袭击触发伊国内
强烈的反美情绪，而拜登政府此次选择
袭击叙境内的目标就是要避免与伊政
府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尤其避免伊国内
的反美情绪被伊朗利用。

袭击对地区局势和伊核
问题有何影响

五角大楼将此次行动称为“防御性
攻击”，并称“美军以慎重的方式采取此
次行动，旨在实现叙东部和伊拉克的整
体局势缓和”。从美方的表态、媒体报
道的袭击手段和伤亡情况来看，美方并

不希望此次袭击使其与伊朗的紧张关
系进一步升级。

美国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
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什叶派武装有
关的媒体机构对美军当天的空袭做了
淡化处理。

近来围绕伊核问题出现了新的进
展。拜登政府多次表示，愿意与伊核协
议参与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
问题，并且在上周作出了一些“善意姿
态”：放松了伊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团的旅行限制，撤回了特朗普政府去年
单方面宣称联合国对伊制裁已经恢复
的信件。然而，伊朗总统鲁哈尼24日
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其失败的对伊“经济
恐怖主义”政策，表示这是开启伊核协
议多边框架内谈判的前提。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伊朗问题专
家芭芭拉·斯莱文在邮件中对记者表示：

“我们需要关注伊朗方面是否会对袭击展
开报复。希望此次袭击不会危及伊核问
题谈判，但至少现在气氛变得复杂了。”

（新华社华盛顿2月25日电 记者
刘品然 邓仙来）

美军空袭叙东部民兵组织
这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军发动的首次军事行动

新华社莫斯科2月26日电（记
者鲁金博）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一架
从中国香港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的波
音777客机26日凌晨在莫斯科谢列
梅捷沃机场紧急降落，未造成人员
伤亡。

据报道，飞行过程中，这架客机发
动机出现故障，飞行员立即申请紧急
降落。报道未提及这架客机隶属哪家

航空公司。
本月20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

架波音777-200客机起飞后，右发动
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美国国家运输
安全委员会建议暂停搭载与美联航涉
事客机同型号发动机（美国普惠公司
生产的PW4000-112发动机）的波音
777客机运营。目前，美国、英国、日
本三个国家暂停了该型号客机运营。

一架波音777客机迫降莫斯科
无人伤亡

新华社旧金山2月25日电（记
者吴晓凌）美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
隆·马斯克2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该
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工
厂因为零件短缺关闭了两天，已于24
日重新开工。

据当地媒体报道，马斯克在给员
工的电子邮件中解释说，因遇到一些
零件供应问题，顺势将弗里蒙特工厂
停产几天以进行设备升级和维护。马
斯克还说，该公司正在扩大售价更高

的特斯拉Model S和Model X车型
的生产规模。

特斯拉公司上个月曾表示公司可
能会受到全球半导体短缺和物流问题
的暂时影响。美国华尔街金融分析师
帕维尔·莫尔恰诺夫接受当地媒体采
访时表示，特斯拉工厂停产一事反映
了全行业面临的问题，并非特斯拉公
司独有。他说，这提醒人们，电动汽车
制造会受到芯片、电池或者其他组件
的周期性供应链瓶颈影响。

马斯克称

特斯拉加州工厂停产两日后已复产

新华社新德里2月26日电（记
者胡晓明）印度外交部官员26日向
新华社记者证实，印度海岸警卫队
从一艘已在安达曼海漂流 10 天的
船上救起80余名难民，并发现8名
遇难者。

据这名官员介绍，这艘船11日从
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地区出海，船

上载有约90人。15日，该船引擎发
生故障，此后一直在海上漂流。由于
条件恶劣，船上已有8人死亡。

这名官员说，印度海岸警卫队得
知这艘船遇险消息后，立即派出两艘
船参加救援，并为船上人员提供食物、
水和医疗救助。印方正与孟方协商，
以确保难民安全遣返。

80余名难民在安达曼海获救

2月26日，一轮圆月从泰国曼谷大王宫建筑群背后升起。当日是元宵
佳节。 新华社记者 张可任 摄

曼谷圆月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5日说，他1
月20日就职以来美国已完成5000万剂
新冠疫苗接种，春季晚些时候疫苗供应
紧张状况预期缓解。

拜登先前承诺就职百日内美国完成
至少1亿剂疫苗接种，扭转疫情。

37天5000万剂

拜登 25 日在白宫举办的一场活
动上说，他领导的联邦政府正加速兑
现就职百天内完成1亿剂疫苗接种的
承诺。“我们已经完成一半，37天内接
种 5000 万剂……这比我们的计划提
前数周。”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去年 12
月批准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
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
冠疫苗紧急使用。美联社报道，去年
12 月以来，已有超过 4500 万美国人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其中2000万人已
经接种两剂。

拜登说：“越多人接种疫苗，我们能
越快战胜疫情。”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867万例，累计病亡
超过51.2万人。拜登22日默哀一分钟，
悼念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美国人。当
天，美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0万例。

科普扫障碍

路透社报道，多名美国官员担忧，一
些民众、特别是少数族裔害怕打疫苗，可
能阻碍今后数月推广疫苗接种。

拜登说，预期排队打疫苗的现象4月
或5月将减少，“今后将出现疫苗等人（的
情况）”。他承诺政府将开展一项大规模
科普行动，告知民众疫苗安全、有效。

他说：“我们将把社会各阶层的领

袖召集起来，科普并鼓励所有美国人
接种。”

药管局预期本周批准强生公司研发
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拜登说：“强生疫
苗一旦获批，我们将尽快推广。”

拜登警告，变异新冠病毒仍在扩散，
可能导致住院人数增加。他呼吁美国人
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现在还不
是松懈的时候”。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拜登就职以来

美国完成5000万剂新冠疫苗接种

2月2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小城伯灵格姆商业街，餐馆的桌子摆在马路
上，占据了路边停车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月25日取消居家令后，伯灵格姆所在的
圣马特奥县目前处于加州四级防疫层级中最高的“紫色”等级，餐馆只能提供室外用餐
或外卖服务。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海地一监狱
发生越狱事件
致典狱长在内多人死亡

海地首都太子港市郊一座监狱
25日发生越狱事件，致典狱长在内多
人死亡。

海地国家警察局发言人加里·德
罗西耶告诉法新社记者，克鲁瓦-德
布凯民事监狱典狱长保罗·约瑟夫死
于狱中，“多人越狱”。这名发言人没
有说明具体越狱人数。

当地一名警官向美联社记者证
实，越狱导致人员死亡，犯人“携带武
器且危险”。

美联社以监狱附近居民为消息
源报道，犯人逃离监狱前，一伙武装
人员朝监狱守卫射击，此后数小时内
仍然可以听到枪声从监狱内传出。

美联社记者在监狱附近街道发现
至少7具尸体。死者身份无法确认。

克鲁瓦-德布凯民事监狱建于
2012年，同年投入使用，2014年发生
一起大规模越狱事件，300余名犯人
成功越狱。美联社报道，事发时，这
座监狱关押899名犯人，超出其设计
容量130多人。

海地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1804年宣布独立后长期遭受外国占领
和控制，政治派别争斗不休，滥权腐败
屡禁不止。海地当前政治僵局依旧，
安全形势恶化，新冠疫情和经济社会
困境相互叠加，暴力犯罪和社会动荡
相互交织。 蒋国鹏（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