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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票据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监察委员会遗失领票时间为2012

年9月4日财政非税票据（电脑票

三）票号编码为：031189855X、

031189863X、 0311898672、

0311898699、 0311898701、

债权债务公告
我司拟将进行股权变更，凡涉及我
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在15个工作日内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我司办理债权
债务核查登记手续，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我公司不再承担任何经济
和民事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三横路南
洋 国 际 9 层 915，联 系 电 话 ：
13976737928，联系人：刘伟。
海南格美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3日

0311898736，各一份（共遗失 6

份）；领票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

财政非税票据（电脑票三）票号编

码为：0424254312、0424254347、

0424254398、0424254419各一份

（共遗失4份）。在此声明以上票

据均已遗失，声明作废。

非税票据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监察委员会遗失领票时间为2016

年6月30日财政非税票据（电脑票

三）票号编码为：0424279579、

0424279640、 0424279851、

0424280035、 0424280086、

0424280166、042428022X 各 一

份（共遗失7份）。在此声明以上

票据均已遗失，声明作废。

●陵水县疍家鱼排协会不慎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峰不慎遗失海南万宁石梅半

岛36地块认筹金收据一张，编号：

8953540，金额:50000元整，声明

作废。

●戴璇娥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项目

11号楼2301商品房的首付款收

据，收据编号：0001520，收据金

额：8740元，声明作废。

成交公告
受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的委托，

就银龙电影城二楼场地出租项目

于2021年09月10日组织了竞争

性磋商采购活动，采购活动已顺利

结束，现将成交结果公告如下：一、

成交结果信息成交供应商名称：海

口美兰伊依寄住所 成交供应商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

22号B栋404房，成交租金价格：

人民币陆拾元伍角整/平方米/月

（￥60.50/平方米/月）租期：5年，

联 系 方 式 ：容 工 0898-

65220227，详细内容请查阅中国

政府采购网公告或到场咨询。

海南华夏世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13日

海师大学外卖店转让1880890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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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原
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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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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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学校教室、车间招租及合作
包含2间多媒体教室、1间模拟机

练习教室、实操和车间共10000平

方米。另有，学员宿舍及食堂等招

租 或 合 作 ，联 系 人 ：陈 先 生

1380759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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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广告·热线：66810888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乐东县黄流镇海榆西线公路（黄流中学段）
北边20534.43平方米商业用地[证号：黄流国用（2009）第21号]及地
上A幢、B幢房屋（A幢面积2404.6平方米、B幢315.07平方米；证
号：乐房权证乐房字第98068号）。参考价：11577.70万元，竞买保
证金：6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1年10月12日16时。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

10月12日12时止。
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10月11日12时前到账为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户行：乐

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0860490006120。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琼9027执恢108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

行办理，相关税、费由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5526754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 9月26日上午10时在海南基石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 、对海南省东方示范牧场工商实
业开发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利息及从权利，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7）琼 01民初 380号民事判决书，债权本金人民币
2900万元；2 、对海南省东方示范牧场工商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本金、利息及其从权利，根据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7
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债权本金人民币500万元。以上标的物整
体拍卖，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但以下人员不得
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上述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经东方市
人民政府授权且按要求报名参加拍卖会的单位，具有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9月24日。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1年9月24日17时（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之前来
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杜鹃路15
号银通花园西塔806房，电话：0898-68529016、18789265668，监督
电话：0898-68513689。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9·11”事件二十
周年之际，多国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指
出，20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
恐战争”并未给世界带来安全稳定。打
击恐怖主义需要各国凝聚共识，加强合
作，综合施策，而不应成为个别国家谋
求私利、维护霸权的借口。

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专栏作
家穆斯塔法·阿明说，美国以“9·11”
事件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间接造成
了过去20年中东地区混乱不堪的状
况。“9·11”事件还成了美国干预地区
事务的借口。

英国白金汉大学国防安全与情

报学教授安东尼·格里斯说，20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
军事行动并不成功，恐怖主义仍然是
西方国家面临的极大威胁。

瑞士日内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
心”研究员穆罕默德·居泽尔说，20年
来，美国没有打赢反恐战争，事实上
其很多做法恰恰在助长恐怖主义。

比利时作家、“调查行动”网站创
始人米歇尔·科隆表示，美国发动反
恐战争只是它试图阻止自身衰落的
一种方式，是为了维护其霸权。

英国前国会议员乔治·加洛韦
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方的反恐
战争都是“灾难性的失败”。西方必

须吸取教训，不要再到处扶持极端分
子，也不要穷兵黩武。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
主任朱志群说，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
汗“经营”20年后匆匆撤出，阿富汗反
恐局势的不确定性更高了。美国乃
至整个国际社会需要深刻思考，国际
和一些地区冲突仅仅通过单边军事
干预和战争无法解决，根本出路还是
多边谈判和协商解决。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
里奥·里奥斯说，打击恐怖主义需要
各国长期合作，而且要建立在达成共
识的基础上，反恐不能成为个别国家
恣意妄为的借口。

美国不应以反恐之名谋求私利
——多国人士反思美国“反恐战争”20年

新华社华盛顿9月11日电（记
者邓仙来 许缘）11日，美国华盛顿、纽
约等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
事件20周年，以缅怀事件遇难者。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造访纽约世
贸中心双子塔遗址、宾夕法尼亚州尚
克斯维尔美联航93号航班纪念园和
五角大楼等“9·11”恐怖袭击事发地，
但未发表演讲。

在尚克斯维尔回答记者提问时，
拜登讲述了他与一位遇难者家属的
友情并表示，恐袭事件给遇难者家属

带来的伤痛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减。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上，

菲律宾裔美国人勒内·奥尔内多回忆
说，2001年9月11日，他弟弟鲁本·
奥尔内多乘飞机从华盛顿飞往位于
洛杉矶的家。飞机从华盛顿起飞后
不久被机上恐怖分子劫持，最终飞机
撞向五角大楼。新婚不久的鲁本和
机上其他183人遇难。“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很想念他。”勒内说。

“9·11”事件发生时的美国总统小
布什也到访尚克斯维尔并发表讲话。

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国家
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境外，也来自本土
暴力事件……我们的政治正赤裸裸地
诉诸愤怒、恐惧和怨恨，让我们对国家
和彼此的未来感到担忧。”

正如小布什所言，震惊世界的国
会山骚乱事件、仇恨亚裔暴力事件、
遍布全美的大规模枪击事件……20
年后，“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旧
伤还未抚平，一桩桩本土暴力和恐怖
事件又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恐惧。

2001年 9月11日，恐怖分子劫
持美国民航4架客机，其中两架撞塌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毁华盛
顿五角大楼一角，一架在宾夕法尼亚
州尚克斯维尔坠毁，4架客机上无人
生还。这一系列袭击导致约3000人
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经济损失。

袭击发生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小
布什就发动了“反恐战争”。20年来，
美国在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在内的全球
约80个国家以反恐之名，或发动战争，
或开展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至少80万
人丧生、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至少2000
万人至今仍生活在极端恶劣条件下。

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纪念活动

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人们参加“9·11”恐怖袭击事件二十周年
纪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亮起象征纽约世贸中心“双
子塔”大厦的光柱。当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上合组织联合军演
“中国营”举行开营仪式

据新华社俄罗斯奥伦堡9月12日电（记者
梅世雄）“和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反
恐军事演习中方参演部队，12日在俄罗斯奥伦堡
州东古兹靶场举行“中国营”开营仪式，标志着中方
参演部队由战役投送阶段转入战役实施阶段。

此次演习于9月11日至25日举行，区分兵力
集结部署、受领作战任务、反恐战役筹划、反恐战
役实施、兵力回撤归建5个阶段组织实施。中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印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上合组织
成员国参演，总兵力约4000人。其中，中方参演
兵力558人。

伊拉克库区埃尔比勒机场
遭无人机袭击

据新华社巴格达9月12日电（记者张淼）伊
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反恐部门12日发表声
明说，库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国际机场11日晚遭两
架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库区媒体报道，11日深夜，埃尔比勒国际
机场附近区域响起巨大爆炸声，袭击未造成人员
伤亡或其他损失，进出机场的航班被迫中断约两
小时。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
袭击。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军
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今年以来针对该机
场的类似袭击已发生多次。

根据7月26日发表的美伊联合声明，到今年
12月31日，伊拉克境内将不存在承担作战任务
的美军。

美国从沙特
撤出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媒体11日报道，美国近几周撤出了部署
在沙特阿拉伯的“爱国者”等导弹防御系统。

据美联社报道，这些武器装备原先部署在沙
特首都利雅得东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苏丹王子
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担心，撤出这些装备是美国减
少对中东盟友军事支持的征兆。

美国8月底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仍有大批
美军驻扎在沙特等海湾国家。不过，海湾地区国
家担心，美国军事力量正在从该地区收缩，而伊朗
与美国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维也纳
谈判陷入停滞，海湾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