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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南海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
司儋州市白马井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二期（1#2#3#楼）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正本一份丢失，编号：
469003201512250201，发 证 日
期：2015年12月25日，特此声明。
海南省南海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21年7月12日

●五十铃牌货车琼C3D571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9025601100392，声明作废。
●郭建开不慎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 证 号 ：
469003116219050006J，现特此
声明。
●海口琼山欧顺洪家常小吃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70037580，声明作
废。
●连丽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及执业印章，注册证书注册号：琼
246101202828，注册证书编号：
00719508，声明作废。
●本人孙沁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2018年12月19日开
具的海花岛2-257-921户购房款
收据壹份，收据号：1122419，金
额：46913元，声明作废。

●朱红胜遗失船名琼万渔05599
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证书编
号:4690060201322，声明作废。
●万宁市北坡初级中学遗失农行
万宁市红专支行零余额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410000807401，声
明作废。
●海南义德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编 号:
4690062020062202001，声明作
废。
●东方东海小李包子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JY14690071359423，声明作废。
●海南三原华庭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东方分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
会法人李江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469007MC3328283L，
特此声明作废。
● 文 怕 扫 遗 失 编 号
469007102200100035J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东方农地承包权
（2015）第100035号，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橙果饮品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为:JY14601080037025，特
此声明作废。
●洋浦龙鸣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琼E10707车的道路运输证
一本，证号:琼交运管琼洋浦字
462000062059号，声明作废。
●白沙邦溪友哥餐饮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5TK7DF6T，声 明
作废。
●本人严艳不慎遗失昌江通盛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税款收据一张，
编号：2214358，金额：15934元，
特此声明。
●文昌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 徐 成 兵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519640308111X)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为T060204B的
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97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211号
吴梅燕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使用权面积为222.00平方米
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
4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
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
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
法律效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
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
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吴
梅燕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书》。特此通告。联系人：夏女士，电
话：65361223。2021年6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74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216号
吴才玉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使用权面积为222平方米的琼
山籍国用（1997）字第08-474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
《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
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
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吴才玉补
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特
此通告。联系人：赵女士，电话：
65360879。 2021年7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48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217号

符云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村，
使用权面积为222.00平方米的琼

声明
近期我司发现有人未经我司允许、
在社会上签订材料采购及劳务分
包的违法行为，对我司造成不良影
响。据此我司声明：我司从未在未
经我司确认复核备案的情况下在
海南地区签订过任何材料采购及
劳务分包合同，任何持虚假合同的
与我司无关，请直接报公安机关处
理，我司保留追究造假者的法律及
相关责任。我司（钟星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为在海南唯一
合法分支机构，联系人：朱茂槐
13006019119，如有发现以我司名
义承揽业务等商业活动的请确认
是否为我司人员，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66595571），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1年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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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通知
厦门科华恒盛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科华恒盛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与我（甲方）在文
昌签订租赁公坡镇龙虎山、龙虎
大、龙虎头村土地的协议。乙方未
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因此，请自
本通知见报之日起七日内乙方如
有异议到文昌法庭起诉，超期视为
认同协议作废。特此通知

通知人：符和干
2021年7月13日

公告
海口市源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俊康、李叶静、
陈丽颖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21〕第144、213、223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1〕第374、410、411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3日

公告
海口龙华花界文娱餐吧：

本委受理申请人蓝小弟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524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

益加益石康花生油招海南当地业

务员若干名，17707895290。

山籍国用（1997）字第08-448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
《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
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
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符云补发
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特此
通告。联系人：邢维雄，电话：
65360586。 2021年7月6日

减资公告
海南安慈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9NW671），经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
币1800万元减至5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
协会章程，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9028MJP3566260）于
2021年3月19日召开会员代表大
会研究决议：注销陵水黎族自治县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并成立
清算小组，请与协会相关的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
小组申请处理债权债务，逾期不报
者视为放弃权利。联系地址：海南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青少年宫

减资公告
海南华信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人民币500万元减至50万元，原
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声明。

●海南和兴三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洪祥浩于2021年7月11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0419960826463X，特 此 声
明。
●王树进遗失渔业船舶所有权登
记证书，证书编号：（琼临）船登
（权）（2019）HY—200108 号，声
明作废。
●海南省招标投标协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780733896K，声 明 作
废。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东村民
委员会公章磨损，声明作废。
●贺伶利不慎遗失海南东方明珠
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大海口
文化旅游城40栋501房的《海南
全国联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一
张，收据编号：NO.0038798，声明
作废。
●海南威特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洋浦分行的临时开户许可证遗
失,证号为 J6410000948201，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轩源博物館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声
明作废。
●琼中潮汕商会遗失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琼中支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J6410023408801，声明作废。
●海南精英特卫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为：4600201130，发票号码为：
01973369，现声明作废。
●朱红胜遗失船名琼万渔05599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万)船
登(籍)(2020)HY-001054号，声明
作废。
●朱红胜遗失船名琼万渔05599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
(琼万)船登(权)(2020)HY-001054
号，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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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确权公告

土地确权申请公告
现有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
道福安东村民李财和向福安东村
民小组申请对其祖传宅基地进行
确权，该宗祖传宅基地位于福安南
村219号，东至庄学功，南至公路，
西至福安南村十一巷，北至李亚
全，面积80m2。现对其申请予以
公告请对该宗土地确权申请，有异
议的利害关系人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福安东村民
小组，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福安
东村民小组将按有关规定办理确
权 登 记 ( 联 系 人 ：庄 仕 庆
18608901355，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街道福安东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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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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区、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经营中酒店出售。
产权清晰，18689753791。

酒店出售

景观树出售

出售6000株小叶榄仁景观树
树龄10年，胸径20-40公分，

半价处理。吴先生18608965222

收购黄花梨老旧料和家具
电话：15103029970王先生

收 购

观 天下受虐待、当童工、陷贫困——

美国儿童权利谁来维护？

美国童子
军协会日前与
约 6 万名曾遭
性侵的前童子
军成员的代表
团体达成总额
8.5亿美元的赔
偿协议。这起
美国迄今最大
的性侵丑闻让
以“人权卫士”
自居的美国自
身糟糕的儿童
人权状况暴露
在世人面前。
受虐待、当童
工、陷贫困……
种种事实让人
不禁要问：美国
儿童的权利谁
来维护？

美国国务院网站日前挂出以“媒体自
由联盟”名义发出的一纸荒唐声明，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对《苹果日报》依
法办案一事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美方一
再纠集人马，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干涉
中国内政，颠倒黑白、兴风作浪的套路老
掉了牙。几声混淆是非的空洞叫喊，根本
撼动不了香港稳定大势，倒是徒显自己的
黔驴技穷。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苹果日报》长期
披着媒体外衣从事祸国乱港违法行为，严
重背离了新闻职业操守，严重破坏了香港
舆论生态。从非法“占中”到修例风波，从
不遗余力美化暴力、散播仇恨，屡屡充当反

中乱港分子危害国家安全的平台和渠道，
到一再扮演“颜色革命”活动的推手角色，
煽动和参与“港独”“黑暴”“揽炒”等，《苹果
日报》早就被香港社会斥为“毒苹果”。

《苹果日报》有关负责人涉嫌勾结外
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香港警方依法采
取行动，完全是咎由自取，和所谓“新闻自
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法治精神
的真正体现，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正当之
举，是广大香港民众的共同心声。

所谓“媒体自由联盟”的部分成员，堂
而皇之为《苹果日报》这样的反中乱港媒
体及其从业人员美化开脱，企图借此向中
方施压，其恶劣行径严重亵渎法治精神，
严重违背媒体良知，其险恶用心更是暴露
无遗。究其用心，是企图把所谓“新闻自
由”打造成犯罪行为的“挡箭牌”，把部分

传媒机构营造成免受追责的法外之地，为
反华势力乱港遏华大行便利。

“媒体自由联盟”的所谓声明，本质上
是美方煽动反华舆论攻势的一环。一段
时间以来，从涉港到涉疆，从新冠病毒溯
源到台湾问题，美国反华势力抛出一个又
一个议题，不择手段造谣抹黑中国，营造
反华国际杂音，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国际社会应当警惕的是，美方一贯刻
意利用、放大意识形态偏见，歪曲事实真
相，设置二元对立的片面叙事框架，塑造
简单粗暴的噪音以混淆是非，左右公众的
判断力。德国作家吕德斯在其新著《伪圣
美国》中揭露，美国政府及利益集团非常
善于通过选择和歪曲事实、刻意窄化新闻
来源、极化人们的判断，来营造有利于维
持美式霸权的舆论共识，使人们被其“洗

脑”而不自知。美方在涉港问题上一再兴
风作浪，恰恰表明美方自身才是煽动、控
制舆论的“黑手”，哪里有什么资格谈“新
闻自由”！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美方纠集的所
谓“媒体自由联盟”的成员，既代表不了国
际社会的绝大多数，也代表不了国际舆论
的主流声音，更无法撼动中方全面准确贯
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法治秩序、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定意志。奉劝美
方恪守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摈弃
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教师爷”做派，停
止包庇反中乱港势力，停止打着“新闻自
由”的幌子从事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的勾当，否则必将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闻自由”幌子背后的黔驴技穷
新华社新德里7月12日电 据

印度媒体12日报道，印度北方邦、拉
贾斯坦邦和中央邦过去24小时有
72人因雷击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据报道，过去24小时，北方邦普拉

亚格拉杰、坎普尔和法塔赫布尔等地区
有42人遭雷击身亡，拉贾斯坦邦斋浦
尔等地区有23人因雷击身亡，中央邦
有7人死于雷击。印度总理莫迪当天
在社交媒体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印度70多人遭雷击身亡

日本原本安排约4万名志愿者
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担任地
方向导，为观众指路。然而，受新冠
疫情影响，大多数比赛项目将闭门举
行、不接待观众，“志愿者该做什么”
因此成了一个难题。

据日本广播协会11日报道，神
奈川县横滨市和藤泽市已通知志愿
者，取消其担任城市向导的任务。

东京市和千叶县计划，让原本准备

担任向导的志愿者在残疾人奥运会举
行期间服务，或者协助在线推广旅游。

埼玉县政府准备给志愿者安排
新任务，但暂未宣布具体内容。

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3日开幕，
目前只允许观众入场观看在宫城县和
茨城县举行的足球比赛，以及在静冈
县举行的场地自行车比赛；其中，茨城
县的足球比赛只允许学生入场。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闭门比赛 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干啥好？

这是7月11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拍摄的“电缆巴士”。
当日，“电缆巴士”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正式投入运营。该条线路通

过空中缆车连接墨西哥城的库奥特佩克社区和印第奥贝尔德地铁站，有效
减少了通勤时间。 新华社/路透

墨西哥：“电缆巴士”正式上线

7月11日，一名男子走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谷弗尼斯克里克游客中
心的温度显示牌。 新华社/法新

美加州死亡谷高温炙烤50℃！

美国的儿童贫困问题是发达国家中最
严重的之一。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发布的
2021年版“美国儿童现状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约有1050万名贫困儿童，占儿童总
数的14.4%，相当于平均每7名儿童中就有
一人生活在贫困中。71%的贫困儿童为有
色人种，6岁以下贫困儿童多达360万人，其
中16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报告还指出，

儿童贫困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恶化。
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去年5月报道说，

调查显示，大量美国儿童在疫情中面临饥
饿。截至2020年4月底，在有12岁以下
儿童的美国家庭中，面临食品危机的比例
高达五分之二。

贫富差距悬殊、种族不平等现象严重
等社会问题是美国儿童贫困率较高的主要

原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以发达
国家为主的37个国家的调查统计，美国
17岁及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排名第五，高于
其他发达国家，甚至高于少数发展中国
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儿
童贫困问题却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儿童
保护基金会将其称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道
德耻辱”。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儿童贫困堪称“耻辱”

童子军协会性侵丑闻只是美国儿童受
虐问题的冰山一角。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下属的儿童与家庭管理局2019年发布
的《虐待儿童报告》显示，2017财年收到的
虐待儿童报案共涉及350万名儿童，比上
期报告发布的2013财年增长10%；经调
查确定为虐待受害者的儿童有约67.4万
人，比2013财年增长2.7%，其中1720名
儿童死亡；受虐儿童中遭到身体虐待的占

18.3%，遭到性虐待的占8.6%。
美国近年来曝出多起重大虐童丑闻。美

国边境执法部门对非法移民儿童的虐待等案
例，更是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从2018年4
月开始，美国执法部门强行将抓获的拉美国
家非法移民与其未成年子女分别安置，导致
大量儿童被迫与亲人“骨肉分离”。由于移民
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食，被拘押的非法
移民儿童生存环境恶劣，部分人患病死亡。

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
德·侯赛因在2018年6月人权理事会会议
上指出，美国的“骨肉分离”政策可能构成

“获得政府批准的虐待儿童行为”。尽管美
国政府后来因各方强烈反对而终止了这一
政策，但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6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在2017年7月至2021年1月间
遭分离的3913名儿童中，仍有2127名儿
童没有与父母团聚。

虐童问题触目惊心

童工问题是美国在儿童权利方面备受
诟病的另一严重问题。美国是世界上唯一
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使用童工现象在美国普遍存在。据美国官
方统计，2019年美执法人员查处的违反《公
平劳动标准法》的童工案件达858宗，在危
险职业场所工作的未成年人达544名。

在美国众多童工中，农业领域童工的

生存状况最为堪忧。根据相关报告，美国
约有50万名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子
从8岁开始工作，每周工作时长达72小
时，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也不鲜见。这些
农场童工长期暴露在危险之中，经常接触
农药等化学品，需要操作锋利的工具和沉
重的机械，其中多数人缺乏必要培训和保
护措施。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3至2016年间，美国共有452名童工
死亡，其中237人来自农场，占比超过一
半。美国农场童工的恶劣境况已引发国际
社会关切。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实施与建议
专家委员会多年来不断就美国童工问题发
表评论，多次对美国农场出现大量童工严
重工伤事故表达关切。

童工问题备受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