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动漫视频中过
了一把“斩杀女同事、
挥剑向总统”的瘾，美
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
员保罗·戈萨尔尝到了
苦果。

国会众议院17日
表决，对他给予训诫惩
处，并剥夺他在两个众
议院委员会的成员资
格。这是众议院十余
年来首次训诫议员。

戈萨尔现年62岁，来自亚利桑那州，
政治立场保守，是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的铁杆支持者。他曾把1月6日暴力冲
击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赢得
总统选举结果的特朗普支持者描绘为“和
平的爱国者”。

国会民主党人坚称必须对戈萨尔施
以训诫，理由是美国其他任何工作场所都
不会允许雇员发布威胁另一名雇员的视
频，国会更不能如此。而众议院少数党领
袖凯文·麦卡锡等共和党高层拒绝公开斥

责戈萨尔的行为。
训诫虽仅有象征意味，并不附带罚款

等实质性处罚措施，但对联邦众议员而言
仍是少见的“丢脸”事件、抹不去的政治生
涯污点。训诫的严厉程度仅次于取消议
员资格，后者需要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能
通过。

上一次联邦众议员受训诫发生在
2010年，民主党人查尔斯·兰热尔因为财
务违规问题被斥。据美联社报道，戈萨尔
是联邦众议院史上第24名受训诫的众议

员，近40年内仅有4人受此惩戒。
路透社说，这一事件反映美国政坛

暴力威胁日益常见。拜登政府提出的
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预算案在众
议院通过，获得13名共和党众议员的投
票支持，其中一些人称自己事后收到死
亡威胁。在特朗普声称拜登竞选团队

“窃取”选票、使他输掉去年11月总统选
举后，一些选举工作人员也遭到特朗普支
持者的威胁。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是前总统特朗普铁杆支持者，该事件反映美国政坛暴力威胁日益常见

“斩杀女同事、挥剑向总统”恶搞视频闹大

美共和党一议员受国会惩处
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23票支

持、20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训诫决
定。戈萨尔站立着听取民主党籍议长
南希·佩洛西宣读训诫。另外，他被踢
出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
委员会。

支持和反对票数基本体现党派分野：
共和党一方仅有两票支持，大部分人认为
民主党人小题大做，搞党派政治。

戈萨尔本月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
布一段长约90秒的视频。这段视频反映
美国南部边境移民涌入现象，格萨尔“恶
搞”日本动漫片，给片中人物“换头”，以展
现自己“挥剑斩杀”民主党籍女众议员亚历
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情景。
后者是民主党内近年势头颇盛的政治新
星，在党内属于“进步派”，频频成为共和党
内保守派及其支持者攻击的对象。视频中

还有戈萨尔“挥剑攻击拜登”的场景。
引发争议后，戈萨尔一度删除视频。

但在国会遭到训诫后当晚，他重新上传视
频，显然对惩戒不服。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表决前的辩论
中质问戈萨尔：“承认做错了有那么难吗？”

戈萨尔声称视频内容并无训诫所说
的“威胁”或“危险”意味，辩称自己没有试
图借视频煽动针对任何人的暴力。

不仅遭训诫，还被踢出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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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誉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81PG9G）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东岭村委会东岭
村第一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信用
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858101，声明作废。
●洋浦干冲英女电器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杨文玲不慎遗失海南广播电视
大学毕业证一本，证书编号为：
51865520020600252，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造船厂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婧玉、李建华不慎遗失东方广
华实业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2张，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6
栋 1808 房 ，收 据 编 号 为 DF：
0003000，金额:190000 元整；收
据编号为 DF：0003001，金额：
270152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杨博思、宋玉玲不慎遗失东方广
华实业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
张，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10
栋708房，收据编号为：0000340，
金额：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黄艳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6栋201房，
收据编号为 ：0002822，金额 ：
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市三家镇居侯村林文辉卫
生室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副 本 ，登 记 号 ：PDY00088-
846900717D6001，声明作废。
●东方市三家镇居侯村林文辉卫
生室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 正 、 副 本 ， 证 号 ：
52469007324128078P，声 明 作
废。
●海南鑫发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FP6B04）遗失法
人（黄健雄）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莫乃达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 作 资 格 证 ，证 号 ：琼
A042015000059，声明作废。
●海南生资经济开发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28407083-5）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美诗美发店遗失卫生
许可证，证号为：琼卫公证字
[2019]第 000162号，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松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校安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
证编号：JY14601081212903，声
明作废。
●儋州市雅星镇合罗村民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
号：J64100136597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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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期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1年12月23日下午两点三十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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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公告
海南文臣武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扬妹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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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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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95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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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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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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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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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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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1390766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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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 1387602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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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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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管道工程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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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南省三亚市鸿宇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和法人（杨亚燕）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雯杉娱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一本、公章、法人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MA5TMUQP4E，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昌江县种畜繁殖场因保管不善，将
昌国用（2005）第十月田0066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
《国有土地使用证》作废。

声明人：昌江县种畜繁殖场
2021年11月18日

●文昌市农园农业有限公司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尚秋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县迈号镇财政税务所遗失
座落于文昌县迈号镇老街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文房字第50042
号，特此声明。
●琼海嘉积杰达土石方工程部遗
失公章一枚、（王冠雄）法人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欧之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佳鑫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农业银行东方市支行营业部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8371001，账 号 ：
21641001040016746，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仁丁村民委员会
美肥村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
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4415002，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菁鸿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尹克雪、林青翠、
吴喜娟、刘蓬刚、龙力钎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518、577、696、906、907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1〕第
645、709-711号仲裁裁决书及第
141号仲裁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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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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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公告
海南文臣武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相豪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 1032号），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委托，
我司现将公开拍卖：涉案罚没物品
一批（拍卖物品清单备索），竞买保
证金1万元。1、拍卖时间：2021
年 11月 26日 10:00。2、拍卖地
点：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瑞宏大
厦A1座1302室。3、展示及办理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21年11月25日16:00止，逾期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85809、
18976211911

注销公告
三亚东方之星幼儿园拟向三亚市
吉阳区教育科技局、三亚市民政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幼儿园办理事宜。

●东方市东海达达移动专营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
流马经济合作社遗失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
有限公司大丰分社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24702102，现声明
作废。
●林家滨不慎遗失私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三亚众之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柏之健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陈世武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联山村委会上山尾村的海南省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004号，声明作废。
●海南南方鑫航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42593394A）不 慎 将
公章、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符福桂遗失琼昌渔10268渔业
船舶所有权证书，(琼昌)船登(权)
(2020)HY-000175号，声明作废。
●儋州富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琼F7897挂车的道路运输证一
本 ，证 号 ：琼 交 运 管 儋 州 字
460400062941，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1年11月24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屯昌县
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定书》项下
部分权益，即：拍卖标的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91公里处厂
区，包括土地使用权（面积：31,000m2）及全部地上附属物；位于
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80公里处厂区，包括土地使用权（面积：
159,566.65m2）及除机器设备以外的其它地上附属物。本次拍
卖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转让，即处置过程涉及本次及前手交易过
程本应由委托人承担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土地
增值税、增值税等。参考价：人民币13,415万元整；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2,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
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
际控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
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受资产所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
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拍
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23日止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11月23日17:00前（以竞

买保证金到账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
电话：68598868 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665582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

17－18层
财 政 部 驻 海 南 专 员 办 监 督 电 话 ：（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11116期）

尊敬的被征收人：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市政工程(二期)原金鼎安置区回迁商品

房选房工作安排，我区将于2021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8日期
间开展回迁商品房选房工作，请您按时携带以下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
选房：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份；2.如委托他人办理的，则受托
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如无委托人身份证原
件，则需提供经委托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身份证复印件）、经公证机关
公证的委托书原件）；3.户口本和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4.《海口市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5.《选房通知书》原件等相关
材料。如您逾期未到上述指定地点进行选房，则视为主动放弃此次选
房机会，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特此通告。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00。
选房地点：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市政工程(二期)原金鼎安置区回

迁商品房安置小区接待中心（海盛路与永万东路交叉路口东南处）
联系人：陈为智，联系电话：68656906、6864603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19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关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市政工程(二期)
原金鼎安置区回迁商品房选房工作的通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告
周永燊（身份证号：4408231992****1714）：

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因在陵水珍珠海岸椰林
滨海新区08号地块怡海湾项目中将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给个人，
你作为该项目的现场管理代表属直接负责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1年5月13日对你作
出处罚款17447.25元的行政处罚。因你逾期未缴纳上述罚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五十四条规定，本机
关于2021年11月9日对你进行催告。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陵综执（第一）行催告字〔2021〕8号），
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

你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
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3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提
出，逾期视为无意见。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本单
位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1月19日

联系人：颜维健 联系电话：17763802442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路37号

观 天下

美国、日本和韩国17日在华盛
顿举行副外长级三方会谈。然而，在
美方称之为“友好、有建设性”的会谈
后，日韩副外长缺席原定的三方共同
记者会，留下美国副国务卿一人“唱
独角戏”。

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持续超
过3小时，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日本
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健良和韩国外交
部第一次官崔钟建参加。

三人原定在会后举行共同记者
会，但韩国媒体披露，记者会前大约
一小时，韩国记者团收到通知，记者

会改为舍曼单独举行。
美联社说，日韩之间不乏争端，

但作为展现三方盟友团结的共同记
者会被取消，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前所
未有，也是非常罕见。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稍后
向路透社证实，确因韩国警察厅厅长
金昌龙16日登上韩日争议岛屿独岛
（日方称竹岛）视察，引发日方强烈抗
议，因此决定取消共同记者会。“在这
种环境下，我方认定，不适合举行共
同记者会。”这名发言人说。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做东三方会 日韩参会却闹掰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近年来，三亚市税务系统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涌现出一批敬业奉献、勇于担当、品行高
尚的先进典型。三亚税务系统基层的优
秀干部代表，参加工作仅4年的一级行
政执法员孙婷婷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
务员，先后获得2019年度三亚市优秀共
青团员、2020年度海南省优秀共青团

员，2021年被授予三等功嘉奖。在她身
上，体现着梅花般的品格与精神。

梅花的信念，坚定且纯洁。这就像她
坚定的政治立场。2017年入职以来，她
的政治思想始终坚定且纯洁。她始终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认真学习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内容之后，她更
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她主动担负了党史宣传员的工

作，给身边的同事、家人、朋友讲解党史，
宣传红色精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她
积极响应国家、单位的号召，过年期间未
曾离岛，主动值班，为过年没回家的同志
送去物资，积极投身到抗“疫”斗争一线。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她更加
坚定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
思想，积极参与各类知识竞赛、竞演，并参
与宣传片录制等传承和弘扬党的成功经

验的活动之中。
梅花的风骨，负重且坚韧。这就像

她奉献与担当的精神。她充分发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她主动参加献血活动，先后献血总数3
次，全血献血总量800毫升，她在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关爱他人，传播大爱；在工作
之余，她还积极参与到社区志愿者服务
当中，累计服务时长54小时，并通过线

下的捐物箱、线上的软件等渠道向山区
的孩子捐赠旧衣物、书籍；不仅如此，她
还在“六一”儿童节响应天涯区税务局

“关爱孤儿、共同呵护、奉献爱心”活动，
为三亚市社会福利院孤儿捐款购置生活
必需品和日用品；在炎炎烈日下，她主动
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指挥交通工作中；
在台风暴雨天气时，她主动当班值守，为
保障国家资产安全作出贡献。“赠人玫

瑰，手留余香。”她以文明服务、勇担责任
的精神不断传递正能量，为身边人、陌生
人送去温暖，以身作则，主动承担起关爱
社会的责任。

孙婷婷用行动展现了基层税源管理
工作者敬业奉献不言悔的时代风采，用实
际行动践行青年税务人的担当，以海南税
务人特有的壮志雄心、奋斗之姿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勇担使命，忠诚担当，逐梦前行！

三亚税务系统基层优秀干部代表孙婷婷：

巾帼逐梦自贸港 铿锵傲梅绽芳华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17日电
（记者华迪）俄罗斯塔斯社17日发布
消息说，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
者站，成为全球首个在国际空间站设
立常驻机构的媒体。

当日，塔斯社社长米哈伊洛夫与
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罗戈津在
莫斯科签署合作备忘录。

消息说，塔斯社首位太空记者为
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
他将于12月8日与日本亿万富豪前

泽友作及其商务助理乘坐俄罗斯“联
盟MS-20”号飞船进入太空，并将于
起飞前收到塔斯社特约记者证。

米苏尔金将在空间站讲述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可通过塔斯社
了解相关消息，相关照片和视频也
会在塔斯社网站和社交媒体官方账
号上发布。

罗戈津表示，相信塔斯社在空间
站设立记者站将使更多人有机会了
解俄罗斯的航天事业。

俄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