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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五指山市毛道乡人民政
府遗失票类代码为0107海南省非
税缴款书（收费定额1元）1份，票
据编码为0335140639；票类代码
为0110海南省非税缴款书（收费
定额 10 元）1 份，票据编码为
0162459157；票类代码为0121海
南省非税收入（电脑票三）5份，票
据 编 码 为 ： 0298647720、
0298647755、 0515458011、
0515458249、0515458169。以上
票均为已使用的作废票据，在此声
明已遗失。

●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和平北路新桥
大厦3门705室不动产权证，房屋
所有权证：81660，不动产面积：
72.94平方米，声明作废。
●邓冬玲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61218900693，声明作废。
●海南省泰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证
号：212400008；《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证号：YA257524X；
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海南省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中心小学委员会遗
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81460100MC31680
48Y，发证日期为：2018 年 11 月
30日，特此声明作废。
●赵佳奇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
张，身份证号：231084198909042
219，特此声明。
●文昌市龙楼镇星光村民委员会
尔山七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在文昌
市龙楼镇农信社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6410006357901，声 明 作
废。
●陈立、于丽琼不慎遗失五指山翡
翠花园水云山庄27栋607房收据
贰张，号码为：0002566，金额为：
4715 元；号码为：0011113，金额
为：4562元，声明作废。
●承租方（郑期严）不慎遗失龙舌
坡22号5号楼705房的房屋租赁
证（2019 年 03 月 28 日-2022 年
03 月 27 日），证号：琼房租证
（2019）第33368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民委员会
外坡村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4456603，
声明作废。
●海南中实祥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关于G98高速K31+930至K34+

000段交通管制的通知
因国道G360公路美玉互通施工，
从2021年 12月 27日-2022年 7
月30日对G98东线高速K31+930
至K32+190和K32+830至K33+
560右幅，K32+350至 K33+110
和 K33+740 至 K34+000 左幅。
应急车道封闭，第一二车道正常通
行的交通管制，带来不便，敬请谅
解。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口酒钢大酒店招租公告
1. 出租标的名称：海口酒钢大酒
店，六层框架结构楼房。建筑面积
3515.95m2(不含一楼A区、B区门
面和总台库房 463.45m2)。副楼
451m2(不含一楼2间库房和二楼2
间办公室110m2)；地址：海口市龙
昆南路 8号。含税起租价 81.0 万
元/年。2.竞租形式：面向社会公开
竞拍报价，采用单项最高价中标法
评审。3.租赁期二年。4.报名时间：
2021年12月22日-2021年12月
28日。5.其他信息咨询联系人。联
系人：侯建军（18993777978）。
嘉峪关紫玉酒店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公告
我单位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0份，票
号为 0480644067、0480644075、
0480440697、 0480646898、
048064688X、 0480646927、
0480646919、 0480646900、
0480645414、 0480645991、
0480645983、 0480328822、
0480439530、 0480440136、
0480440486、 0480328216、
0480643291、 0480643283、
048032950X、0480439805，特此
声明作废。 屯昌县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2日

●林惠清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
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编号：琼
246070901713，专业类别:建筑工
程，声明作废。
●庄澄宇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
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编号：琼
246192004285，专业类别：建筑工
程，声明作废。
●承租方（宋恩逸）不慎遗失海口
市胜景西路 3号花语庭苑A7幢
103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
〔2020〕第46996号，声明作废。
●麦贤悟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东方市感城镇入学村的不动产权
证书，证号：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8738号，声明作废。
●罗建川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感城镇生旺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11344号，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合群村委
会保胆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7596601，声明作废。
●王宏伟不慎遗失海南陵水富力
湾开发有限公司（I2-1-101号铺
面）租赁意向金收据一张，编号：
0118，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果玫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D 区二期 A 组团
G13-2-201购房收据一张，编号：
4349911，金额：13374.73元，声明
作废。
●王文彪遗失海南泰龙商城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省海口市资
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凭证，项
目：店铺保证金，凭证号：0041634，
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荣鸿新能源商行遗失
经营者李焕荣私章一枚，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海南本翼投资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QDF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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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册资金 34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399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一纯，13524966880。

减资公告
海南景昌能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由一千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二百万元人民币，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海南景昌能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17日

车辆被盗声明
黄娟2021年11月29日在海榆东

线35公里处东侧约120米园地里

的一辆白色轻卡货车被盗，车牌号

码：琼BX2931，厂牌型号：解放牌

CA1040K6L3R5E4，发动机号码：

AGN16000574，车架号码：LFNA

4MBB7GTB11485。

声明人：黄娟 2021年12月22日

认尸公告
患者张雪梅，女，40岁，
住院号：2021010866，
籍贯四川省巴中市，身
份证号：不详，其余信息

不详，于2021年12月20日11:31
在我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
1、脑出血 脑疝形成，2、急性脑干
梗死，3、坠积性肺炎，4、肾功能不
全，5、重度营养不良，6、急性心力
衰竭，7、低蛋白血症，8、高血压3
级很高危，9、急性胃黏膜病变伴出
血，10、重度贫血（肾性贫血），11、
电解质紊乱。目前仍未联系到患者
家属，故特发此公告，望亲属自登报
日起，1个月内认领患者尸体，逾期
将按规定予以火葬处理。海口市第
四人民医院 2021年12月21日

减资公告
文昌顺来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1460000MA5T94344G）经 股

东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电话：18289666000 蔡祖冠

减资公告
经佳沃（海南）综合体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36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联系人：

閤甜甜，联系电话：13337583889，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儋州华润企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维优建筑艺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20142973-5）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及副本、公司公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龙蓝香蕉专业合作社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469024NA000072X）正本、副
本、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欣裕源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24138
794C）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邢昌健遗失警官证，单位及职
务：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城西派
出所民警，警官证警号：013256，
特此声明。
●张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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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栋2102
房，收据编号为：DF0003088，金
额:26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板桥馨馨海葆母婴用品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90070009030，声明
作废。
●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遗失坐
落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美舍小
区3幢405房不动产权证，房屋所
有权证：79595，不动产面积：78.15
平方米，声明作废。
●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和平
北路新桥大厦6门812室不动产权
证，房屋所有权证：25509，不动产
面积：82.33平方米，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梁海琴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33-8 商铺房款收据 1张，编号
HN1808808，声明作废。
●丁丽丽不慎遗失海南临高富力
悦海湾的住宅E01-1组团1栋2
单元303号房的购房协议书一份，
声明作废。
●海南昌盛宏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肖锦坤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北斗西路 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2348号，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机
关工会委员会不慎将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亭支行开户许
可 证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
J6410037540901，特此声明作废。
●张福泉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天福雅苑
第 8幢住宅楼 1003 房，证号：琼
（2020）乐 东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054号，现声明作废。
●杨惠爱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书编号：19984611046002468092
1405，现特此声明。
●杨惠爱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
一本，编码:110460002000277，
现特此声明。
●文昌东郊杨苗涂料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茶小西果茶饮品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2002111727，声
明作废。
●临高临城茉莉轩手机专营店不
慎遗失中国移动押金发票一张，发
票号03026146,金额2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兴倍通信商行不慎
遗失中国移动押金发票一张，发票
号2398511,金额1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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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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亩建设用地转让
联系电话：18389686666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先生13853660113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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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土建项目将于近期招标，

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选
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二、代理范围：印刷中心土建工程（含施工、监理、第三方跟踪审计）项
目全过程招标，项目概算总投资：约38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
(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
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
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
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
理工作方案；(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
的基础上，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
构单位。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
月 24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伍先
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中国石油锦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海南宝生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中国石油锦西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海南宝生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注销，海南宝生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中国石
油锦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依法承继。请被合并公司的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对是否要求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提出申请。相关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崔焕忠 电话：18042901777
中国石油锦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宝生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 12 月22日

吸收合并公告公告
就海口市江东新区JDZH-02-C02地块，土地面积

为 21340.38 平方米和海口市江东新区 JDZH-02-

A09-2地块，土地面积为12701.7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21年11月23日在

《海南日报》刊登网挂（2021）080号、081号挂牌出让公

告，现因故中止该两地块挂牌出让活动，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

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2日

频频借“民主”“人权”等名义，利用制裁手段肆意打压其他国家

美国“制裁学”：与霸权共生的“毒瘤”

美国日前在举办所
谓“民主峰会”期间，以
“侵犯人权”为由对中国、
俄罗斯、朝鲜、缅甸、孟加
拉国等国的一些个人和
实体实施制裁。

多年来，美国为维护
自身霸权，凭借其在全球
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
地位，频频借“民主”“人
权”等名义，利用制裁手
段肆意打压其他国家，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也给全球经
济安全带来严重毒害。

“如果说华盛顿的决
策者和立法者总是倾向
于使用某种工具的话，那
就是通常被称为制裁的
经济大棒……华盛顿已
经对制裁上瘾，就像一个
5岁孩子对糖果上瘾一
样。”美国《新闻周刊》网
站刊文可谓直截了当。

俄新型常规潜艇发射巡航导弹
命中1000公里外目标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1日电（记者耿鹏宇）
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表声明说，俄新型常规潜艇
日前从日本海水域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
成功击中1000公里外的岸上目标。

声明说，俄海军太平洋舰队一艘636.3型柴
电潜艇“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在日本海
水域从水下位置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
弹在预定时间内击中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一
处靶场内的目标，射程超过1000公里。

声明未提及此次导弹发射的具体时间。
据塔斯社报道，636.3型柴电潜艇由俄罗斯

“红宝石”海军装备中央设计局研发，属基洛级改
进型第三代常规潜艇，于2019年11月25日通过
测试后交付俄海军。该型潜艇长74米、宽9.9米，
潜航排水量超过3900吨。“口径”巡航导弹是俄罗
斯较为先进的巡航导弹，可从海上对敌方陆海目
标进行精准打击。

尽管美国的制裁常常打着“民
主、人权”等旗号，但从本质上看，这
种手段与其对外意识形态输出、对
外发动战争一样，都是美国维护自
身霸权的工具，都服务于美国统治
阶层的利益。

“美国制裁成瘾。”“‘制裁合众
国’滥用经济胁迫。”《外交》杂志等美
国媒体也越来越看清美国肆意制裁
的本质。实际上，美国日益依赖制裁
手段，恰恰反映出其国际影响力的衰

退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焦虑。
今年以来，美国频频挥舞制裁大

棒。美国近来不断就乌克兰问题对
俄罗斯发出制裁威胁，扬言要掐断其
金融命脉；在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后，
美国政府迅速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
行存在美国的近 95亿美元外汇资
产；在连接德国与俄罗斯的“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问题上，美国制裁
欧洲盟友也毫不手软……

美国“胁迫外交”的案例不胜枚

举。法国《回声报》说，“长臂管辖”
近年来已成为美国经济战的一种武
器，目的是削弱外国竞争者。全球
未来研究所创始人钱德兰·奈尔撰
文指出，美国长期推行“不顺从就是
反对”战略，谁不顺从，就可能面临霸
权的打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兴经
济体群体性崛起，美国的战略焦虑也随
之不断加深。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执念

于制裁正是美国衰落的一种体现。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

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德雷兹纳最
近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20年的

“反恐战争”、经济衰退、两极分化，再
加上新冠疫情，削弱了美国的实力。

“沮丧的美国总统们手中的箭越来越
少，于是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简单、
可用的工具——制裁。”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柳丝）

霸权工具

美国政府召集的所谓“民主峰会”
在国际社会的质疑声中草草收场。民
主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利益，而
美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大搞“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毫不顾及他国人民利
益，肆意用制裁、霸凌手段破坏他国经
济，损害他国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扰破坏世界经
济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如此倒
行逆施之举与真正的民主精神完全南

辕北辙，美国标榜的所谓“自由、民主、
人权”之说实为一纸谎言。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警
告，在阿富汗近4000万人口中，约
870万人面临的粮食问题已达到“紧
急”程度，另有1410万人的粮食安全
严重缺乏保障。阿富汗塔利班多次
敦促美国放松对阿制裁，解冻阿方资
产。塔利班方面指出，美国的制裁不
仅严重破坏阿经济，也严重阻碍国际

社会对阿人道主义援助。
天下苦美久矣。据统计，从2017

年到2020年底，美方制裁使伊朗的石
油出口减少80%以上。在美方制裁
下，委内瑞拉2020年石油出口降至77
年来的最低点。而美方长达60年的经
济封锁，更是令古巴蒙受直接经济损
失逾千亿美元，严重影响古巴人民生
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不但不收手，
反而加大对伊朗、叙利亚等国制裁，使

这些国家的防疫和经济雪上加霜。
今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期

间，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国代表纷
纷发言，痛批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大搞
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肆意对他国
进行经济胁迫。此前，联合国大会于
6月连续第29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
和金融封锁”决议，传递了国际社会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呼声。

苦美久矣

长期以来，美国滥用自身金融霸
权地位和技术优势，打着“民主”“人
权”“国家安全”等幌子，将自身国内
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仅肆意制裁
被其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对与
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三方实施非法
的“长臂管辖”，就连盟友也不放过。

冷战时期，美国出台《武器出口
控制法》《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阻
止盟友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相
关产品。冷战结束后，美国“制裁学”

花样不断翻新，通过了诸如1996年
《达马托法》《赫尔姆斯-伯顿法》、
2016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
法》等一系列国内法，涵盖民事侵权、
金融投资、反垄断、出口管制、网络安
全等众多领域，委内瑞拉、利比亚、伊
朗、伊拉克、叙利亚等都上了美国的

“黑名单”。
比如，根据1998年修订后的《反

海外腐败法》，只要外国公司曾用美
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甚至

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
收发过邮件，美国政府就宣称自己
对该公司“拥有司法管辖权”。如果
不服从美国法律，这些企业就会遭
到美国政府的巨额罚款、销售禁令
等严厉制裁。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过
去20年，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增长
了10倍。最近几届美国政府都频繁
使用制裁手段，奥巴马在其第二个总
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有2350项，特

朗普在一届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
高达3800项，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
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年10月1
日，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
9421项。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阿里·拉伊迪在《隐秘战争》一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通过“长
臂管辖”堂而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
压，无论盟国还是敌国，完全是“只
手遮天”。

只手遮天

以色列前军官首次承认
以方参与暗杀苏莱曼尼

以色列国防军前情报主管塔米尔·海曼20日
透露，以方曾参与美军暗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
苏莱曼尼的行动。

按照多家中东媒体说法，这是以色列政府或
军方高层首次承认以方参与这次搅动中东局势的
暗杀行动。

海曼当天接受以色列情报遗产和纪念中心旗
下杂志采访时承认，以色列在美军暗杀苏莱曼尼
的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多年来，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
创建者和指挥官，苏莱曼尼为加强伊朗在中东地
区的影响力，发动什叶派武装帮助叙利亚政府击
退反对派武装、帮助伊拉克政府抵抗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促进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关系。

美军2020年1月出动无人机在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国际机场外炸死苏莱曼尼和伊拉克民兵武
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迈赫迪·穆汉迪
斯等人。伊朗认定美方袭杀苏莱曼尼违反国际
法，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犯罪行为”。

据雅虎新闻网站今年5月报道，以色列曾向
美军提供关键情报支持，包括苏莱曼尼的多个手
机号码，以助美军跟踪。 李彦南（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