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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遗失声明
海南恒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和法人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三亚凯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旧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看守所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2171006,
声明作废。
●澄迈华盛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562426257P）遗失发票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农业服务中心遗
失澄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兴
信用社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8600301，声明
作废。
●李双芝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9栋1707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1876，金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小红花幼儿园不
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8583945654T，现声明作
废。
●湖南湘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万宁在水一方工程项目部
项目部公章和项目部负责人人名
章，现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6年 08月
17日在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跟一
对广东夫妇，该女婴生母(姓名不
详)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
活，女婴特征:身上裹着一条凉被，
到现在已有5岁，至今未能落户，
取名叫符元颖，现登报寻找该女婴
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东方
市东河镇西方村，联系人:符富
进。电话:13005066209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7年06月
28日在东方市东河镇东方村跟一
对江西情侣，该女婴生母(姓名不
详)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
活，女婴特征:身上裹着一条凉被，
到现在已有4岁，至今未能落户，
取名叫符金妹，现登报寻找该女婴
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东方
市东河镇东方村，联系人:符国
仙。电话:18898255990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7年02月
15日在东方市镇西方村一对四川
夫妇，该女婴生母(姓名不详)将女
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活，女婴
特征:身上穿着一条黄色棉衣，到
现在已有4岁，至今未能落户，取
名叫符雅秀，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
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
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东方市
东河镇西方村，联系人：符凤国，电
话:13876097470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5年09月
19日在东方市八所村一农户家跟
一对福建夫妇，该女婴生母(姓名
不详)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
生活，女婴特征:身上穿着一条绿
色衣，到现在已有5岁半，至今未
能落户，取名叫谭语晨，现登报寻
找该女婴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
天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
地址：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联系
人：符玲凤。电话:15120793526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9年08月
08日在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跟一
对四川夫妇，该女婴生母(姓名不
详)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
活，女婴特征：身上裹着一条凉被，
到现在已有1岁半，至今未能落
户，取名叫符慧琴，现登报寻找该
女婴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
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
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联系人：符
昇明。电话:18889202268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4年01月
09日在东方市东河镇佳头村一对
潮汕夫妇，该女婴生母(姓名不详)
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活，
女婴特征:身上穿着一条花色衣
服，到现在已有6岁半，至今未能
落户，取名叫洪洋洋，现登报寻找
该女婴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
址：东方市东河镇佳头村。联系
人：洪昌文。电话：1397694423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以(2020)琼0108执964号《执行

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我

局已将海南深海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山镇)字第

01865号土地证书项下的241.0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林萍，依

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市国用(灵山

镇)字第01865号土地证书项下的

241.0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17日

分立公告
海口蜚英腾茂药业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20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海口

蜚英腾茂药业有限公司（存续公

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和海南强

力保医药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

册资本100万元），分立前的海口

蜚英腾茂药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由存续公司全部承担。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

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

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海口蜚英腾茂药业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8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7年03月
04日在东方市镇西方村一对广西
夫妇，该女婴生母(姓名不详)将女
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活，女婴
特征:身上穿着一条黄色衣，到现
在已有4岁，至今未能落户，取名
叫符雅琪，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
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
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东方市
东河镇西方村，联系人：符泽真，电
话：18789639806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6年06月
26日在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附近
一火龙果基地跟一对大陆夫妇，该
女婴生母(姓名不详)将女婴给他人
抱养后回内地生活，女婴特征:身
上穿着一条蓝色衣，到现在已有5
岁，至今未能落户，取名叫符诗雅，
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母，于公告之
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
联系地址：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联
系人：符章因，电话:13876439836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7年04月
16日在东方市东河镇卫生院一个
农户家跟一个福建少妇，该女婴生
母(姓名不详)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
回内地生活，女婴特征:身上穿着
一条灰棉衣，到现在已有3岁半，
至今未能落户，取名叫吉慧青，现
登报寻找该女婴生母，于公告之日
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
联系地址:东方市东河镇万丁村，联
系人：吉亚东。电话:18976125701

●范志刚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C2栋502房收据肆张，
收据号码为：0000658、0000701、
0001677、0001701，声明作废。
●范志刚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D4栋607房收据肆张，
收据号码为：0000656、0000749、
0001625、0001649，声明作废。
●海南有间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菊荣早餐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789637，声明作废。
●琼海海供超市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创业者协会不慎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20001723702，声明作废。
●王学忠、蒙秀强、吴春萍遗失集体
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2）第009544号，声明作废。
●王学忠、蒙秀强、吴春萍遗失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一本，证号：乡
村第460107201700007 号，声明
作废。
●张丽茹遗失坐落陵水县英州镇
土福湾旅游度假区顺泽·福湾B9-
6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60946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古楼村
委会卫生室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五指山通什宏强运输户不慎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王明掉遗失坐落于白沙县元门
乡元门村委会罗帅村白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白集用【2008】第
010386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土地通告

公告
招标单位：海南晶辉盐业有限公

司。招标项目：出售印刷、复合等闲

置设备。资质要求：能够独立对外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单位或个人。

报名时间、要求：2021 年 3月 22

日-27日下午5时，报名需持单位

或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或按指纹）。报名地点：海南省海

口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光伏南路

4 号海南晶辉盐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小张17384946259、骆工

13907555079

公告
我处受理潘爱玉申办继承韩金玉、

潘家桂名下坐落于文昌市锦山镇

罗豆圩不动产遗产公证案件，为如

实出具公证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请对上述房地产有权利主张

者在十五天内持相关证据到我处

提出主张，逾期，我处将按照有关

法律程序办理。联系人：肖春华，

电话：0898-63224327，地址：海

南省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北街9号

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

二○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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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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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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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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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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分立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3月16日，一名飞行员在俄罗斯莫斯科准备对霍弗瑟夫公司的飞行“出
租车”进行测试。

俄罗斯霍弗瑟夫公司近日对其制造的飞行“出租车”进行了测试。飞行
“出租车”是一款载人飞行器，单程30分钟可以以最高200公里的时速飞行
100公里，该款飞行器最大载重300公斤，可以在150米的高度进行运输服
务。霍弗瑟夫公司计划在2025年正式运营该款飞行器。 新华社/法新

飞行“出租车”

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佐佐
木宏18日宣布辞职，原因是他曾提出
有损日本女艺人形象的开幕式表演方
案，引发风波。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18日召
开紧急发布会，就佐佐木宏因发表侮
辱女性言论辞职一事发表声明，她在
感到震惊的同时，表示将尽快任命新
的总导演。

当天正是桥本圣子就任奥组委主
席一个月，2月初，她的前任森喜朗也
正是因为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辞职。

她说：“我一上任就立刻发起了主张
男女平等的动议，希望重建公众对我们
的信任。现在我们必须有紧迫性，态度
也必须坚决，防止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据日本杂志《周刊文春》17日报道，
佐佐木宏去年3月经由手机聊天软件向
策划团队成员提议，让身材肥胖的搞笑
女艺人渡边直美穿粉色服装，在开幕式
上扮成“Olympig”（奥运猪）从天而降。
同事立即以不合适为由拒绝这个提议。

“我以为这样会让她（渡边）看起来
很有魅力，但马上遭男同事谴责。我感
到懊悔。”《文春周刊》援引佐佐木宏的
话说，他随后收回这个提议。

渡边现年33岁，按照媒体的说法，
身高1米57，体重107公斤。

佐佐木宏18日发表声明说，他已经
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新任
主席桥本圣子通电话并申请辞职。

“对渡边直美女士而言，我的想法和
言论是极大侮辱，不可原谅，”佐佐木宏
说，“我真诚地向她和那些可能因此而遭
冒犯的人道歉。”

日本共同社报道，佐佐木宏辞职一

事正好发生在东京奥组委因前主席森
喜朗陷入性别歧视风波而试图改善形
象之际。

森喜朗2月在一次会议上抱怨女
性发言时间太长、“浪费时间”，招致广
泛批评，当月引咎辞职，桥本随后接替
这一职位。

桥本18日在记者会上说，佐佐木宏
的言论令她“震惊”。她接受佐佐木宏的
辞呈，因为性别平等是奥组委优先考虑
事项。“我告诉他，这本不该发生。”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有4个多
月，桥本说，她将寻找接替佐佐木宏的
人选，以免影响开幕式筹备工作。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冈田直树说，
佐佐木宏的言论“完全不合适”。

佐佐木宏66岁，知名广告导演，曾
导演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
京8分钟”。去年12月，东京奥组委解
散原先的开闭幕式导演团队，由佐佐木
宏出任总导演，负责修改奥运会和残奥
会开闭幕式方案，主要是加入抗疫元素。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本定于2020年
夏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改为
今年7月23日开幕。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3月18日，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紧急发布会上。 新华社发

数十亿年前可能是一片“水世界”的
火星为何变成一颗沙漠星球？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资助的一项研究提出全新假
设：火星上的水少则三成、多则99%“陷
入”火星地壳的矿物质里，而非科学家先
前推测的“逃逸”到太空。

据路透社17日报道，加利福尼亚理
工学院研究员埃娃·舍勒领导的研究团队
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刊载的论文
中写道，火星整个星球曾经可能存在100
米到1500米深的汪洋，但在37亿年到
41亿年前，水开始大量减少。30亿年前，

火星变成一颗干燥星球，地表水30%到
99%可能陷在地壳的矿物质里。

研究团队以组成水分子的重要元素氢
为研究目标，建立了一个新模型，模拟火星
失去水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一部分水“逃
逸”到太空中，但大量水陷在各种矿物质中。

即便火星有大量水陷入矿物质的假
说得到证实，今后登上火星的宇航员也没
法取用这些水。舍勒说：“一块岩石或矿
物质的含水量很少，必须加热一大堆岩石
才能释放出明显看得见的水。”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陷入”地壳？火星之水去向有新说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参考消
息》18日刊登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
《研究显示，闪电可能推动了地球上生命
的诞生》。文章摘要如下：

地球是如何获得制造首批脱氧核糖
核酸和核糖核酸分子所需的磷的？答案
可能正划破天空。

根据周二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
上的一项新研究，在地球早期历史上的
10亿年里划破天空的大量闪电，可能帮
助释放了重要的磷化合物。这为地球上
生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耶鲁大学地
球与行星科学系研究生本杰明·赫斯对
趣味科学网站说：“在我们的研究中，我
们首次证明，闪电很可能是生命形成时
期（约45亿至35亿年前）地球上活性磷
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大约40亿年前，尽管大气中可能
有充足的水和二氧化碳——这些对生命
的基本分子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地
球上的大部分天然磷还被束缚在无法溶
解的岩石中，无法与其他元素结合形成
有机磷酸盐。那么，地球后来是如何获
得这些关键化合物的呢？

一种理论认为，早期地球是从携
带一种名为磷铁石的矿物质的陨石
中获取磷的。根据最新研究，如果大
量的磷铁石陨石在数百万或数十亿
年的时间里撞击地球，那么就会有足
够多的磷被释放，为生命的诞生创造
适当条件。

不过，赫斯说，约45亿至 35亿年
前，在地球上出现生命时，陨石撞击地球
的频率“急剧”下降。这一事实使星际磷
理论复杂化。

但赫斯说，还有另一种制造磷铁石
的方法——就在地球上制造。我们需
要的只是一些土地、一片云和大量闪
电。闪电可以使物体表面温度升至近
2760摄氏度，从而形成以前不存在的
新矿物质。在这项新研究中，赫斯及
其同事们研究了一块被闪电炸过的岩
石。研究小组发现，岩石内部形成了
较小的磷铁石球，此外还有大量玻璃
状矿物质。

赫斯说，在10亿年间，可能有多达
100亿亿道闪电击中了我们这个年轻星
球的陆地，每道闪电都让一点点可用的
磷被释放出来。

一项新研究显示

闪电为地球生命诞生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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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首都首尔，鸽子多得成
灾，市民不堪其扰，提供驱鸽服务的
生意红红火火。

《韩国先驱报》17日报道，亚运
会和奥运会先后于1986年和1988
年在这座城市举行，两项盛事放飞
总共6000只鸽子。当地人最初对
这些和平使者非常热情，比如在汉
江边为它们搭窝，还购买鸽食投
喂。然而，鸽子迅速繁殖，2009年

数量超过3.5万只，带来种种问题。
市民的态度慢慢转变，开始通过拆
除鸽巢、安装防鸟刺、喷洒驱鸟剂等
方式驱赶鸽子。

首尔市政府数据显示，市政府
2015年接到与鸽子相关的投诉126
起，其中将近 30%发生在居民区；
2019 年 投 诉 增 至 682 起 ，其 中
62.2%发生在居民区。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鸽子成灾 首尔市民不堪其扰

新华社伊斯兰堡 3月 18 日电
（记者李浩）巴基斯坦负责国家卫生
服务的总理特别助理费萨尔·苏丹
18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巴总理伊
姆兰·汗当天在伊斯兰堡接种了中国
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当天发布

声明说，伊姆兰·汗当天表示，巴基
斯坦目前正遭受第三波疫情冲击，
民众应当继续遵守防疫措施。

此前，巴卫生部常务秘书赫瓦贾
证实，巴总统阿里夫·阿尔维15日在
伊斯兰堡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
的新冠疫苗。

巴基斯坦总理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英国《柳叶刀》周刊17日刊载
一项研究说，感染新冠病毒且康复
的人可能凭借自身产生的抗体，在
至少6个月内免于再次感染，但这
种保护效果在65岁以上染疫人群
中显著下降。

研究人员分析在丹麦收集的病
例数据后发现，同样是感染新冠病毒
并康复，未满65岁的人群中，至少
80%获得自身抗体保护，而65岁以
上人群只有47%。这意味着，后者
更有可能再次感染。

可以支持这一结论的是，1.1万

多名去年3月至5月第一波疫情期
间染疫的未满65岁人群中，仅72人
在去年9月至12月第二波疫情期间
病毒检测再次呈阳性。65岁以上感
染者再次感染比例稍高，1931名第
一波感染者中，17人在第二波疫情
期间再次“中招”。

“我们的研究证实，新冠病毒重
复感染在年轻、健康人群中罕见，”
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研究员斯滕·
埃塞尔贝格说，“但老年人重复感染
风险更大。”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研究显示

65岁以上人群更易重复感染新冠

贬损女艺人形象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辞职
东京奥组委主席：将尽快任命新的总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