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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克纳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梁定日)

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东方市大田镇红泉幼儿园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4690071940007，声明

作废。

●陈文道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201246110460004198505116410，

声明作废。

●邱永光遗失收据（208#），编号：

3006566，金额：900 元，声明作

废。

●梁峻宁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200212090018，特 此

声明。

●郑雪云遗失座落于府城镇大园

路不动产权证，证号：2001-01-

01057，现特此声明。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遗失车辆

合格证，车架号：LMGMIG8XL10

16559，合格证编号：YJ56891105

55968，声明作废。

●刘扬健遗失车辆合格证，车架

号：LMGMIG8XL1016559，合格

证编号：YJ5689110555968，声明

作废。

●刘扬健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发票代码：146001920406，发

票号码：00136041，声明作废。

●五指山农业科技110农垦畅好

服务站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林海民遗失座落于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区什玲镇坚固村委会坚固

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书，编

号：469029101203010006J，特此

声明。

●陈燕不慎遗失小轿车车牌，车牌

号码为：琼A2378K，声明作废。

中止拍卖公告
我司原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举
行的拍卖会{拍卖标的：利国镇
818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冲坡
（95）国用字第123号]及地上附属
物},因案外人提出异议而中止拍
卖。特此公告。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多数股东提议，海南天裕源实
业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10月25
日下午15时，在海口市紫荆路两
岸咖啡厅召开全体股东大会，讨论
决定变更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事
宜。请各位股东按时参加！

公司董事长、法人：李建国
2021年10月9日

声明
声明人王宇瑶，于2016年7月与
其他投资人合伙成立海南龙之海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人为:陈忠
权。王宇瑶合计持有公司30万股
股票，占总公司股本 10%。自
2017年底以来，因海南龙之海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其他合伙人及法
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公司处于无
人管理状态。为了减少损失及防
止产生异常影响，王宇瑶现声明自
愿放弃持有海南龙之海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退出股东名
单，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如果公
司后期发生任何经济纠纷，均于我
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宇瑶
2021年10月9日

减资公告
乐岛电子商务（海南）有限公司(代
码:91460000MA5U1NFP1M）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肆
亿陆仟叁佰陆拾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壹仟壹佰叁拾万元，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联系人：叶雷蕾，电话:
17600319355。

减资公告
海南新南宝商用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212772966）经公司股
东会议决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联系人：邱亚强 0898-
36332999。

减资公告
海南迅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91460000MAA8YJGB1G)经股
东会议决定，投注资本由原人民币
800万元减至100万元，原来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 饶 嘉 宇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2199903011216）遗失海口

市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

议，登记顺序号：1059，现场编号：

AB155，声明作废。

●肖伟遗失房屋租赁证一本，编号

为：【2020】第47868号HK368636，

声明作废。

● 张 朝 东（ 身 份 证 号 码 ：

612301199212130712）遗失保险

执业证，证号：020002460000800

02017020129，特此声明。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遗失海南省省外测绘地

理信息单位备案证，证号验证日

期：2021 年 4 月 7 日，有效期至

2022年4月6日，声明作废。

●海南玖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东道鸡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962847，声明作废。

●五指山万里手机卖场不慎丢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据一张，票号：35368140，金额：

貳千元整，现声明作废。

●海口大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明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艾德青少儿英语绘读文化有
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叶云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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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委
仲裁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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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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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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国兴一号商业楼招租
共三层，总面积4000m2，分别有
100-1500m2，可整租或分租。地
址：海口市青年路与海府一横路交
叉路口。电话：13078999940、
18976772420、13016213590。

招 租

认婴公告
兹有一名女婴，于2015
年5月30日在海南省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
山乡太平农场二队附近
的草丛中被捡拾并抚养

至今。现请该女婴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有
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特依法安
置，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898-
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9月23日

通知认婴公告
兹有一名女婴，于2020
年11月30日在海南省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万
洋高速靠黎母山镇新林
村委会新林墟的一个桥

墩下被捡拾并抚养至今。现请该
女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于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特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0898-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9月23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20年8月31日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被捡拾，当时女
婴刚出生。女婴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
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10月8日

认婴公告
男 婴 ，姓 名 不 详 ，于
2013年4月8日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什空苗村路
口被捡拾，当时男婴刚
出生。男婴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

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
逾期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话：
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10月8日

公告
海南鑫康达实业有限公司将在
2021年 10月 8日将其名下股权
70%转让给第三方，本公司特此声
明所转让股权无任何债权债务关
系及第三方主张权益。
余涛，电话：13322064888
声明人：海南鑫康达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8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在外交和安保领域，岸田强调日美同盟是日
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日本政府将灵活
运用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合作，大力推
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他还表示，将致力于
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
量整备计划等，加强日本的导弹防御能力和海上
安保能力。

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岸田强调，与中国建立稳
定的关系对两国、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都很重要。
日本将在一些问题上应主张的则主张，强烈要求
中国采取负责任行动，与此同时“持续与中国对
话，共同携手应对诸多课题”。

就日俄关系，岸田说，不解决领土问题就不会
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两国将在构建首脑间信赖关

系的同时，谋求包括缔结和平条约在内的日俄关
系全面发展。就日韩关系，岸田表示，韩国是日本
的重要邻国，应恢复健康的日韩关系。日方也将
坚持一贯立场，强烈要求韩方采取适当应对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岸田出身自民党内外交政策偏
“鸽派”的宏池会，但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为讨
好党内保守势力，一改稳健作风，在外交安保问题
上发表了一些强硬言论。从目前的权力分配情况
看，岸田在新内阁中留任了菅义伟内阁的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党内则重用高市早
苗这样的右翼保守人物，使得其外交安保路线难以
完全摆脱安倍政权的印记。因此，岸田政府未来能
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仍有待
观察。 （新华社东京10月8日电 记者郭丹）

日本新首相发表施政演说 强调新经济政策

岸田“新政”能否成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日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施政演说，阐述了内政外交政策主

张。分析人士指出，岸田在应对疫情、提振经济、经济安保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政策。关
于外交和安保，岸田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日本政府将灵活运
用与美澳印间的四方合作。从此前岸田对党内和内阁的人事安排来看，其政权难以摆脱
自民党党内其他大派阀势力的影响，因此他的这些主张能否得到落实仍有待观察。

岸田在演说中表示，当前日本仍处于新冠疫
情下的“国难”之中，应对新冠疫情是重要课题。
尽管目前日本已全面解除紧急状态，但决不能掉
以轻心。政府将确保为所有愿意接种的人完成两
剂新冠疫苗接种，并提前为第三剂疫苗接种做好
充分准备。他还提出，将评估政府此前的危机管
理体制，强化指挥职能，修订相关法律以控制人流
和保障医疗资源，同时通过促进国产疫苗研发和
治疗药物上市等措施，从根本上强化政府应对新
冠疫情的危机管理能力。此外，政府将提高护士
及护理人员收入，加大对疫情期间各行业的财政
支持力度，创造与疫情共生的“新社会”。

在经济领域，岸田提出实现“新资本主义”的
远景目标。他表示，将通过实行大胆的金融政策
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增长战略，努力摆脱通货紧

缩，切实重振经济，并努力实现财政健全化。其核
心理念是通过增长和分配战略实现经济良性循
环，其中“科技立国”“数字田园城市国家构想”等
内容是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支柱。

对此，在野党方面认为，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构
想没有实质内容，整体政策方向与前任安倍晋三和
菅义伟政权相比没有太大改变，属于换汤不换药。

在岸田的施政纲领中，还有一处值得关注的
是“新经济安保政策”。岸田表示，为打造强韧的
供应链，确保日本经济安全，拟制定“经济安全保
障推进法”。为此，岸田内阁新设了经济安全保障
大臣一职，其主要任务是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
法”及相关国家战略。据日媒分析，“新经济安保
政策”可能将重点从能源、信息通信、交通、海上物
流、金融、医疗等领域着手实施。

朝鲜外务省网站7日发表专家文章，
重申朝鲜与日本之间“绑架问题”已经“彻
底解决”。文章同时警告日方，如果不改
变相关立场，朝日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按日本《朝日新闻》8日的说法，这是
岸田文雄4日出任日本首相后，朝方首次
提及日本新政府，并试图对寻求尽快解决

“绑架问题”的岸田进行牵制。
朝鲜外务省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炳

德在文章中写道，经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
一郎2002年 9月和2004年 5月两次访
问朝鲜，以及朝方随后的诚意和努力，“绑

架问题”早已“完美且彻底解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日本人相继

失踪，日方认定他们遭朝鲜特工绑架。
2002年，小泉访问平壤，朝方承认绑架
13名日本人并表示“遗憾”，5名遭绑架日
本人同年回国。朝方称其他8名日本人
死亡，认定“绑架问题”已经解决。

只是，日本政府质疑朝方的说法，要
求调查其余人员下落，并怀疑朝方绑架了
更多日本人。岸田4日在记者会上说，受
害者家属日益年老，解决“绑架问题”刻不
容缓。为此，他愿意“不设前提”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
文章写道，岸田“有担任外务大臣5

年的经验，不可能不知道我方的原则立
场”。朝日关系的关键，是日本就1910年
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朝方

“所受不可估量的人员、物质和精神损失
作出彻底道歉和赔偿”。

文章说，如果岸田“像现在这样走错
第一步，朝日关系就会进一步乌云笼罩”。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兼“绑架问题”担
当大臣松野博一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日方“完全不能接受‘绑架问题’已经解决

的说法”，解决这一问题是岸田内阁“最优
先事项”之一，“我们将尽全力让受害者尽
快回国”。

2014年5月，岸田担任外相期间，日
朝两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外务
省局长级磋商，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达
成协议，朝方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日本
因此解除对朝鲜施加的部分制裁。2016
年初，朝鲜先后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
弹试射，日本恢复并加强单方面对朝制
裁，朝方随后宣布解散特别调查委员会。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朝鲜专家给日本新首相

据新华社洛杉矶10月7日电
（记者黄恒）美国太平洋舰队当地
时间7日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海
狼级快速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
2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际水
域作业时发生撞击，潜艇目前处于
安全状态。有报道称，事故造成多
人受伤。

声明说，“康涅狄格”号在上述
水域作业时在水下撞到了一个物
体。事故没有造成“危及人员生命
的伤害”，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稳定

状态，其核推进动力装置和反应堆
舱没有受到影响且维持全面运
转。目前正在评估潜艇其余部分
的损坏程度。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站援
引一名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说，有
11名水手在事故中受轻伤。目前
该潜艇正驶往关岛，预计8日入港。

报道说，“康涅狄格”号是美军
现役三艘海狼级潜艇中的一艘，属
于美海军现有战斗力最强和灵敏
度最高的攻击潜艇之一。

美核潜艇在水下撞到物体致多人受伤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参
考消息》10 月 8 日刊登俄罗斯
《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军队
订购火焰喷射无人机》。

俄罗斯军队里将出现火焰喷
射无人机。俄国防部已核准三防
兵（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新

武器系统的技战术要求。
军事部门消息人士告诉《消

息报》，进入新品清单的首先是
无人火焰喷射系统。它基于中
小型无人机和四旋翼飞行器打
造，能用温压弹或燃烧弹攻击
敌人。

俄军将装备喷火无人机

德国百岁前纳粹集中营看守受审

据新华社柏林10月7日电 7
日，德国一名现年100岁的前纳粹
成员因涉嫌共谋屠杀数千名纳粹
集中营囚犯而在哈弗尔河畔勃兰
登堡受审。

检方说，犯罪嫌疑人在1942
年到1945年间在柏林以北的萨克
森豪森集中营担任看守，其间涉嫌
共谋屠杀3518人，受害者包括游
击队员、战俘、犹太人等。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建于1936
年，到1945年德国战败为止共关
押过20多万人，其中数万人死于
饥饿、疾病、受虐、枪毙和毒气。

2011年，德国一家法院在审
理集中营前警卫约翰·德米扬鲁克
的案件时首次认定，只要在集中营
工作，即使没有具体犯罪证据也被
认为有罪，这推动德国检方将更多
仍然在世的大屠杀罪犯绳之以法。

外交掣肘多

内政突出“新”

据新华社喀布尔10月8日电
阿富汗官员8日说，阿北部昆都士
省首府昆都士市一座清真寺当天
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
亡、50人受伤。

昆都士省卫生局副局长毛尔
维·哈克纳瓦兹当天向新华社记者
证实了这一爆炸袭击事件，并表示
死伤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爆炸发生在昆
都士市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造成多
名做礼拜的民众死伤。塔利班正
对此展开调查。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个人或组
织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塔利班8月15日接管阿富汗
政权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
罗珊”组织在阿富汗制造了多起袭
击事件。

阿富汗一清真寺遭爆炸袭击至少18人死亡

10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上任以来首次施政演说。
新华社/法新

10月7日，百岁前纳粹成员（右）走进德国一座法庭内。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