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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声明
华控城乡（海南）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法人专用章因破损，
现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21年7月24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企业注销代办服务选聘公告
因企业注销业务需要，现面向社会

公开选聘有资质的代办机构，欢迎

有企业注销业务经验的代办机构

踊跃报名并提供以下资料：企业营

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各

1份（加盖公章）。报名截止时间

为：2021年7月30日止。报名地

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

券大厦 5 楼。联系人：郑先生

13687584916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公示
我处受理陈月英等人申请办理张

贤遗产的继承权公证。张贤遗留

了曾用张海生名字登记的位于陵

水县陵城镇新建路25号的土地使

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

国用(陵城)字第00528号]。现在

世的法定继承人为陈月英、张颖、

张德柳。凡对上述遗产继承有异

议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张，其

法律责任自行承担。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司法局，电话:0898-

83324148，联系人: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2021年7月22日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0726期）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8 月 4 日
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罚
没的超市物品一批（明细表备索）。
参考价：28.28万元；保证金：10万
元。展示时间及地点：8月 2-3
日；中平镇润旺超市。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8月3日
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网址：www.hntianyue.
com；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
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4日15
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海口市
海府大道69号海南省琼剧院住宅
区1栋1层101号铺面（建筑面积
32.54m2）四年承租权。参考价：每
月每平方米160.08元，竞买保证
金2万元。有意竞买者请提前携
带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同时须向我
司提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网上
查询证明截图打印件。公司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港澳（申亚）
大 厦 2003 室 ，联 系 电 话 ：
31982239 15120880606。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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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山东能源海南山海公司招聘
海南山海疗养院院长助理1名
海南山海度假村总经理助理1名
海南山海国旅总经理助理1名
度假疗养中心办公室主任1名
联系电话:金女士18976788116

招 聘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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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法院判决书执行难咨询业务
15595697602 李律师

法务咨询

●郑广杰、郑广仁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振东街4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16）第

001696号，声明作废。

●临高县博厚镇马袅居民委员会

遗失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博

厚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6931702，声明作废。

●洋浦海油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账

号 为 2201027509200025330 的

中国工商银行海口世贸支行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3559801，现声明作废。

●本人郑占涛，不慎遗失儋州中润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1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

花岛，3号岛392栋1301号房，发

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号码:

01241301，金额：1039500元，声

明作废。

●本人郑占涛，不慎遗失儋州中润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1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

花岛，3号岛392栋1301号房，发

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号码:

01241302，金额：137914元，声明

作废。

●本人郑占涛，不慎遗失儋州中润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1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

花岛，3号岛392栋1301号房，发

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号码:

01241303，金额：4元，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星光宝幼儿园遗

失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开放大学
(原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强素质拿文凭交朋友

海南开放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
校。教学点布及全省各市县,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
本、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
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三亚学院88214928，儋州学院（含洋

浦）23588485，琼海学院（含万宁）62819613，文昌学院（含定安）
63299166，东方学院（含昌江、乐东）25583266，五指山学院（含陵
水、保亭、屯昌、琼中、白沙）13637593992，精英学校(海口琼山)
31329729，智天下培训（海口秀英、临高、澄迈）18789917890，旅
经贸学校（海口龙华）66987577。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开放大学
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就业处

◆校本部咨询电话：66115373、66211011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3日

拉美新冠确诊超4000万例

变异病毒加剧挑战

在帮助拉美国家抗击疫情方面，中
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履行承诺，将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致力于实现疫
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许多拉美国家在疫苗的运输和保存方面
条件有限，而中国疫苗在这些方面低要
求和低成本的优势十分突出。

目前，在拉美地区，中国疫苗已成为

主流疫苗。据泛美卫生组织统计，截至7
月23日，拉美地区共接种3.2亿剂新冠疫
苗，在其中相关数据完整的1.6亿剂里，来
自中国的科兴疫苗、国药疫苗和康希诺疫
苗合计超过8700万剂，占比超过50%。

智利卫生部本月初公布的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在完成两剂接种程序14天后，
科兴疫苗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为

65.9%，预防住院的有效率为87.5%，预
防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有效率为
90.3%，预防死亡的有效率为86.3%。该
研究项目负责人、智利卫生部顾问拉斐
尔·阿劳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些数据说明科兴疫苗非常有效。他
认为，近期智利疫情好转与疫苗接种率提
高明显相关，中智疫苗合作成效显著。

厄瓜多尔卫生部长希梅娜·加尔松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厄瓜多
尔十分感谢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为厄
瓜多尔供应的疫苗也是两国间友好关
系的体现。我们相信中国疫苗将帮助
厄瓜多尔人民走出这场疫情。”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24日电 记者
裴剑容 陈昊佺）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拉加经委会）本月8日发布公报，预测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21年经济增长
5.2%，2022年增长2.9%，但强调目前的
经济复苏难以弥补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厄瓜多尔政府日前发布报告称，疫
情已造成该国超过2.2万家公司倒闭，

经济损失超过145亿美元。根据官方
数据，该国5月份失业率达6.3%，失业
人口超过53.2万。

随着全球疫情蔓延，古巴主要经济
支柱旅游业陷入停顿，同时美国进一步
加强对其封锁，使古巴经济陷入极端困
境。为推动经济复苏，古巴对外开放国

境，对内放开经济活动。在此情况下，
该国今年疫情反弹严重，新增确诊人数
不断攀升。

受疫情影响，墨西哥2020年国内
生产总值（GDP）萎缩8.5%，为1932年
以来最大跌幅，贫困率则从41.5%上升
至49%。据拉加经委会估算，墨西哥

2021年GDP将增长5.8%，2022年将增
长3.2%，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

拉加经委会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面临疫苗接种不足、贫困率上升、负
债水平提高等多重挑战。去年，该地区
极端贫困率为12.5%，贫困率为33.7%，
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进一步加剧。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新冠
疫情周报显示，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
哥四国都已发现全部4种被世卫组织标
记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包括在巴西
等国占主导的伽马毒株以及传染性和毒
性十分突出的德尔塔毒株。而最早在秘
鲁发现的拉姆达毒株则被世卫组织列为
严重性稍低的“需要留意”等级，目前在智

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传播较快。
阿根廷、巴西、智利此前都曾遭遇

疫情高峰，不过随着疫苗接种的展开，
三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都有所下降，疫
情出现好转。巴西截至22日的一周平
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为37479例，为
1月7日以来最低。智利截至23日全
国新冠检测阳性率已连续20天低于

5%。但随着德尔塔毒株感染者在三国
被发现，卫生专家担心该毒株将给三国
抗疫形势带来新挑战。

今年2月，墨西哥疫情从第二波高
峰逐渐回落，但6月起又出现反弹。首
都墨西哥城本月27日将进入新冠疫情
橙色警报状态，这是仅次于红色警报的
第二高风险等级。专家认为，德尔塔毒

株未来可能会成为在墨西哥传播的主
要病毒，疫情防控前景不容乐观。

此外，秘鲁新增确诊病例中大部分
感染的是拉姆达毒株；巴拿马造成社区
感染的主要是阿尔法和伽马毒株，近期
还发现了少量境外输入的德尔塔毒株
感染者；厄瓜多尔出现德尔塔毒株流行
征兆，可能迎来新一波疫情。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和相关国家卫生部
门24日统计数据，拉美地区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4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过135万例。当前，变异病
毒蔓延导致的新一波疫情在
拉美多国苗头初现，地区经
济面临巨大挑战。

观 天下

韩国济州道知事元喜龙25日宣
布参选下届总统，人数众多的在野党
竞争队伍再添新成员。按韩国媒体
说法，这次选举有望成为“最拥挤”的
总统选战之一。

元喜龙当天经由视频发表竞选
主张：“我要打造一个让每个人都幸
福的国家，让下一代生活更美好，实
现人类、自然和文明共存。”他誓言将
撤回总统文在寅现行所有政策。

元喜龙出生于济州道，曾三次当
选国会议员，2018年以独立参选人
身份成功连任济州道知事。随后，他
重新加入在野党国民力量党。

韩国定于明年3月9日举行总统
选举，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已于本月
12日启动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在
野党阵营中，仅国民力量党就有超过
10人宣布或有意加入选战。此外，前
检察总长尹锡悦也被视为热门人选。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预备人
选包括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京畿道知
事李在明、前法务部长官秋美爱和前
国务总理丁世均。

多项最新民调显示，众多竞争者
中，李在明和尹锡悦现阶段呈两强对
抗格局，分别领跑朝野阵营。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最拥挤”？韩国总统选战再添竞争者

法国西南部24日发生森林火
灾，一条高压输电线出现故障，导致
法国和邻国西班牙至少数十万户家
庭和企业停电。现阶段暂无人员受
伤的报告。

当地媒体报道，林火发生在法国
南部城市纳博讷和卡尔卡松之间，过
火面积大约5平方公里。消防部门
已派出数以百计消防员，同时调遣多
架消防飞机灭火。

法国输电网公司当天发表声明
说，一条高压输电线因林火发生故
障，导致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多地
停电，仅法国西南部就有超过10万
户家庭受到影响。

西班牙《先锋报》报道，西班牙全
国多地24日停电，受影响地区包括首
都马德里、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
拉、阿拉贡和纳瓦尔。大约一小时后，
供电恢复。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林火肆虐 法国西班牙遭遇大停电

这是7月24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住宅楼坍塌事故现场附
近拍摄的悼念墙。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栋住宅楼局部坍塌已有一个月，迈阿密-戴德县消防
救援部门23日宣布结束对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行动。事故迄今确认至少97人
遇难。 新华社/法新

搜寻结束 美国佛州塌楼遇难者增至97人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居民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新华社发在墨西哥蒂华纳，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路透

变异病毒来势汹汹

地区经济挑战加剧

中拉疫苗合作助力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