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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海底火山喷发影响几何新闻分析

⬆ 1月 18日，新西兰海军惠
灵顿号舰（左）前往汤加提供淡水
等救援物资。 新华社发

⬅ 汤加海底火山喷发后产生
大量火山灰。这是1月17日拍摄的
汤加主岛汤加塔布岛。 新华社发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阿帕伊岛
近日发生火山喷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
名专家分析认为，这可能是30年来全球规模
最大的一次海底火山喷发，它引发的海啸规
模巨大，火山灰将对周边的大气、洋流、淡
水、农业以及民众健康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高温地球化学
的副教授奥利弗·内贝尔17日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汤加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由于地
壳板块发生碰撞，位于俯冲带的火山就会发
生猛烈喷发。他介绍，这次火山喷发并不是
单一事件造成的，而是地下能量的持续聚集，
因此预测火山喷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内贝尔认为，火山下岩浆的补充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洪阿哈阿帕伊岛的火山近期有
可能再次喷发，不过由于这次喷发已经很猛
烈了，如果未来数天、数周或数月内发生下

一次喷发，也不太可能像这次这样猛烈和具
有破坏性，因为地下的大量岩浆已经被喷发
出去了。

对于这次海底火山喷发所引发的次生
灾害，内贝尔表示，除海啸以外，其次是火山
灰，这样规模的火山喷发会让大量火山灰进
入大气。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火山学专家肖恩·克
罗宁教授17日向媒体介绍，汤加这次火山喷
发时的爆炸性侧向扩散表明，它可能是自
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以来全球
规模最大的一次。

位于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以北约65公
里处的洪阿哈阿帕伊岛14日上午开始发生
火山喷发，15日下午再次喷发。火山喷发致
使大量火山灰、气体与水蒸气进入高空形成
巨大云团，喷发至高空 20 千米处。15 日喷
发后，除汤加外，斐济、萨摩亚、瓦努阿图等

国部分地区也海水活动异常，这些国家都紧
急发布了海啸预警。此外，日本、美国、加拿
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智利也都发布了海
啸预警。

新西兰大气及水资源研究院流体动力
学和海啸研究专家艾米莉·莱恩博士17日接
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大多数海啸是由水
下地震引发的，但只有大约 5%的海啸是由
火山喷发引起的，“火山海啸”极为罕见。她
说，这次汤加火山喷发所引发的海啸规模巨
大。此前有记载的类似事件是1883年印度
尼西亚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引发的海啸。

目前，汤加部分地区上空的火山灰已经
沉降，但仍有大量火山灰飘浮在空中。内贝
尔说，与木头燃烧后的灰烬不同，火山灰实
际上是微小的岩石颗粒，如果飞机从中穿
越，挡风玻璃会受损，火山灰的颗粒还会在
飞机发动机中熔化并结晶，可能会导致发动

机停转，这很危险，因此火山灰会对空中交
通造成影响。

克罗宁教授还介绍，火山灰也可能使汤
加的淡水供应和农业受到严重影响。火山灰
不仅会危害民众健康，还会产生酸雨和渗滤
液，从而破坏农作物。他说，酸雨会腐蚀农作
物的茎叶和多叶蔬菜等，饮用受火山灰污染
的水则可能导致胃部不适和其他健康问题。

斐济环境部门 17 日警告，卫星数据显
示，汤加及周边国家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
增高，可能导致酸雨，民众在下雨时应尽可能
待在家中，并采取措施防止雨水污染饮用水。

汤加火山喷发还导致连接该南太平洋
岛国与外部的海底电缆损坏，目前汤加的
对外通信基本中断。拥有该电缆的汤加电
缆有限公司对媒体说，修复电缆可能需要
数周时间。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努库阿洛法消息：据新西兰广
播电台网站18日援引汤加政府发
表的声明报道，该国洪阿哈阿帕伊
岛海底火山14日和15日发生剧烈
喷发，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以及一
些人员受伤。汤加政府已宣布该国
进入紧急状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
示，目前暂无在汤加中国公民伤亡
报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汤加中
国公民和机构安全。驻汤加使馆1
月14日即发布关于火山和海啸的
安全提醒。火山喷发后，使馆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据报道，3名死者中包括1名女
性英国公民，来自汤加首都所在的
塔布岛；另外2名遇难者分别来自
芒奥岛和诺穆卡岛。此次火山喷发
并引发海啸给当地造成严重损失，
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汤加政府在声明中说，芒奥岛、
阿塔塔岛以及福诺伊富阿岛上的居
民已经被全部疏散，芒奥岛上的所
有房屋在15日火山喷发后已完全
被摧毁。汤加目前的淡水供应受到
严重影响。

据悉，新西兰18日已向汤加派
出两艘军舰，运载灾区所需的淡水、
食品及潜水小组。

新西兰广播电台网站17日报
道，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电力供
应已恢复了80%，但因特网目前仍
无法接通。首都所在的塔布岛西海
岸受损严重，首都大街上到处都是
厚厚的火山灰。

赵立坚表示，此前中国驻汤加使
馆协助广东一居民联系因通信中断失
联的在汤加亲属并确认其安全无恙。
使馆还通过卫星电话专门给山东聊城
大学致电，告知其三名老师均安全。

针对汤加国内受灾严重、物资
紧缺、民众生活困难，赵立坚表示，
为帮助汤加政府和人民渡过难关，
中方将应汤方请求援助一批饮用
水、食品、个人防护用品、救灾设备
等应急物资，待当地机场恢复运转、
飞行条件允许后尽快运抵。

（综合新华社1月18日电）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榆林地区房地产
管理局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
〔2014〕第 XY009 号 、临 国 用
〔2014〕第XY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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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上述两本不动产
权证书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榆林地区
房地产管理局

2022年1月18日

遗失声明
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与渤海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抵押
合同编号为：bitc2016（or）-5525
号抵押的他项权证，证号为：东林
权抵字〔2016〕0009、0010、0011、
0012、0013、0014、0015、0016、
0017、0018、0019、0020、0021、
0022、0023、0024、0025、0026号
已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公司（注册
号：28400506-4），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章和法人章各一枚，特声
明作废。

●海南唐宁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A
K6P49）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工会委
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541103，声明作废。
●澄迈县和岭中心学校工会委
员会遗失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兴支行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7683501，声明作废。
●罗驭航遗失哈雷1868cc车辆进
口证明书，编号：M22210067472，
特此声明。
●万宁永乐兴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三合泰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乐游游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陵水富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清
水湾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
号：琼〔2020〕陵水县不动产权第
0015048号，特此声明。
●海南壹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桂明玉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丽都小区二
期D5栋817房收据两张，编号：NOA
0003520、NOA0050750，特此声明。
●海南自贸区豪夏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纪明飞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红荣村委会11队的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字
第〔2017〕0480号，声明作废。
●保亭三道锦玉陵水酸粉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91633967，现声明作废。
●万宁春菊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市滨海大道四星级酒店餐饮

项目寻求合作伙伴，餐厅共两层，

经营面积 2500m2，设施设备齐

全。联系人：武女士，联系电话：

0898-68519938、13876681688。

学科类许可证注销清算公告
海南省百思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MA5TGF430X）于2021

年12月1日经（董事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学科类办学许

可证，由海南捷达会计师事务所王

情秋、丁忠诚负责注销学科类许可

证前的清算工作。

2022年1月18日

●皇桐镇洋黄村委会洋黄村民
小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皇桐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0480801，声明作废。
●崔舒红、刘丽钦遗失中南西海岸
B2-1-2403购房收据一份，金额：
290898 元，编号：0032993，声明
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福久村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号：
211601001003500000976，核准
号：J6410003905201，声明作废。
●东方锋利气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解放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1459001，特此声明作废。
●杨海清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
坡镇香水湾B区富力湾F7-5号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陵水县
不动产权第0009461号，声明作废。
●昌江春鹏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薇薇安烘焙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164647，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五指山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322505，特此声明作废。
●千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大田镇海
榆西线北侧东方宏鑫广场2#仓库
的不动产登记证明，证明编号：琼
〔2021〕东 方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01331号，声明作废。
●千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大田镇海
榆西线北侧东方宏鑫广场1#仓库
的不动产登记证明，证明编号：琼
〔2021〕东 方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01330号，声明作废。

解除合同公告
王昌伟、钟昌志、张平：
本村与你们于2000年2月8日签
署《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将本
村1582.7亩集体土地（地名：营红
什，四至：东至公爱溪，西至毫竹
岑，南至毫万岑，北至武装部地
界）发包给你们。因你们未依约
支付土地承包金，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村决定解除《承
包土地合同书》，依法收回土地。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东方市天安乡温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1月18日

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与
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
众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
http://www.hnhakj.cn/news_
show.php?id=32
公众调查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
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
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
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
件等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
反映给建设/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赵经理13876932089
评价单位：林工15008970690
有效期自公示之日起至2022年1
月27日。

注销公告
海南天元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32404793XP）拟 向 海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核工业基础工程公司（注册
号：4600001001648）拟向海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来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琼山华海花岗岩板材厂（注册
号：20142511-X）拟向海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来本厂办
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开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夏银
萍）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华海花岗岩板材厂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蓝天清）法人章；营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
20142511-X；税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核工业基础工程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莫启动）法人章；营业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001001648；税务登记证正
本、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
本，声明作废。
●王会登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3196610091219，特此声明。
●邢越不慎遗失文昌春良实业有
限公司天域华府二期1#2-1403
房的收据，金额为：9131元，收据
号为：5025806，声明作废。
●海南金跃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3
0064719W）遗失车辆合格证，车
架号：LGWEF4A52MH618392，
合格证编号：WAN00A211115359，
声明作废。
●海南拾贝壳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民办学校办学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教 民
246010370000699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寻人启事
何新美女士，早年系
海南省人士，于2020
年 6 月 6 日寿终于
新加坡，享年91岁。
现请何新美女士的所
有至亲和胞兄弟姐妹

在此寻人启事刊登的两个月内
联系以下的任何一位。联系电话：
16764499409 汤欧（女士），或
电邮：765738184@qq.com；也可
以联系：（+65）98763198李培霞
（女士），或电邮：leejyar@yahoo.
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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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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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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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3853660113。
海口江东新区12257m2产权酒店
整体转让，项目产权明晰，证照齐全。
联系方式：张先生：13939066108

马先生：1559596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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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转 让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119-1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7日上
午10:00至2022年1月28日上午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公开拍卖：罚
没张清等人涉黑组织涉案黄花梨
制品24件、玉石制品5件、金银首
饰2组。
说明：金银首饰2组采取无底价拍
卖。展示时间：2022 年 1 月 25
日～26日。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
东账号并实名认证，详见网络拍卖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
话：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119-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8日上
午10：00至2022年1月29日上午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进行现状净
价拍卖：符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
名下罚没的涉案车辆4辆（清单备
索）。展示时间：2022年1月25～26
日。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
并实名认证，详见网络拍卖平台
《拍卖公告》《竞买须知》。联系电
话：13907526393，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广告·热线：66810888

声明
因委托林兵（性别：女）办理海口市瀚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瀚海贸易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07M02F，

成立日期2021年8月5日）验资事务，瀚海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于

2021年 10月 28日将其身份证交于林兵，瀚海贸易公司员工于

2021年11月30日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私章交于林兵，但林兵未办理公司验资事务，且拒不

归还上述证章，亦无法联系到林兵。现登报声明，瀚海贸易公司及

其法定代表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未开展办理任何事务，若该期间有

任何事务办理均为林兵私自利用上述证章办理，并不代表瀚海贸易

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意见。特此声明！

海口市瀚海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9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VOLTE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月20日

凌晨00:00～05:00对彩铃平台VOLTE模块进行优化，届

时将瞬时影响VOLTE彩铃播放功能，只播放系统默认铃

音，全程不影响通话。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

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月19日

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20126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月26日上午10时至
2022年1月27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1.酒一批，保证金2万元；2.化妆品一批，保证金10万元；3.苹果手机
一批，保证金5万元。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标的明细
详见委托拍卖标的清单），按现状拍卖和交付。有意竞买者须登录和
注册京东账号及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参与竞拍。具体要
求详见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
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录海口海关网址（http://haikou.
customs.gov.cn）查询。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月24日至25日
（提前预约）；标的展示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61号海口海关；电话：
0898-68520771、18889289611；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
2号世贸中心F座906室；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7。

海南三叶美好制药有限公司12.1072%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22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三叶美好制药有限公司
12.1072%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三叶美好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
年7月23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985.43万元。截至2021年4月30日，
该公司资产总计为：28,312,967.16元，负债总额为：1,754,449.91
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26,558,517.25元。标的详情见资产评估
报告。二、挂牌底价不低于人民币3,221,092元。三、公告期为2022年1
月19日至2022年2月2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
ggzy/）查询。四、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联系电话：0898-66558034 ，联系人：黄小姐；
联系电话：0898-66558023，联系人：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联系人：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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