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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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不
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 ，号 码 为 ：0189262768～
0189262776、 0189262805～
0189263007，声明作废。
●李月琴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2001-01-0339，特此声
明。
● 陈 华 敏（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2196805224326）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95的
会员卡、会员证、会员转让过户申
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出租方：梁飞，承租方：陈健遗失
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
〔2021〕第57522号，特此声明。
●保亭保城兴旺建材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临高姬玺民俗文化研究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6902439623523，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工会
委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
城西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3549201，声明作废。
●李睿不慎遗失海口大成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600163350，号码：
03564773，金额：735959元，现声
明作废。
●海南东方江德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为琼D6Y19挂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
469007061215，现声明作废。
●洋浦承运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5RGL
JT30）不慎遗失法人（李才福）私
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北方村民委员会
上村村村民小组遗失海南澄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江支
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4455803，声明作废。
●海南申盛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T7D
JFXL）因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儋州市公安局遗失银行专用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Z6410000168903，声明作废。
●王克红不慎遗失石梅山庄二期
7号车库7-099车位款收据一张，
编号：6000597，金额：90000 元
整，声明作废。

招聘公告
我公司现需招聘综合办公室副主

任1名，综合办公室主管1名，招商

外联部主管1名。任职要求：男女

不限，40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

历，待遇面议。报名截止时间：

2022年1月28日。下属项目樱花

客栈、研学基地、樱花乐园服务中

心共有33个岗位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任职要求：男女不限，20～

50岁，高中以上学历，待遇面议。

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4月1日。

欢迎意向人士咨询、报名。特此公

告。联系电话：17389871497，简历

发送至邮箱：1270750124@qq.

com。

海南垦旅康养旅居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9日

●海口市琼山区小廊花艺术培训
中心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一本，证号
为：教民146010770000611号，声
明作废。
●李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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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栋301房收据两张，编号：
NOA0042728、NOA0007243，特
此声明。
●三亚华运恒利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1#2#3#8#9#楼《三亚市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一份，开
户行：海南银行三亚分行，账号：
6001210900033，现声明作废。
●三亚裕冠建材商行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邢益仿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文城镇新风路 325 号国有土地
使 用证，证号：文国用 95 字第
0101447号，特此声明。
●儋州市公安局遗失银行专用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Z6410000169003，声明作废。
●海南自然开物建筑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兆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方茂荣）法人公章，声明作废。
●易湘苹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号：
琼准字01200183号，特此声明。
●澄迈县金江镇高山朗村民委员
会高山朗村村民小组遗失澄迈县
金江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存款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671805，声明作废。
●周运平遗失保时捷型号2894CC
小轿车货物进口证明书一份，证明
编号：H52210267168，车架号码：
WPOBJ2971NL144857，发动机号
码：CSZ05976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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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董海清、高敏、李和平、李金庆业
主：您购买原海南电力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桂林洋
旅游区的“南方海岸度假花园小
区”房产，一直未来办理不动产权
证事宜。由于我公司已向登记机关
申请清算注销，现要求您自公告之
日起15天内，持相关有效证件到
我公司办理所购房产不动产权证
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造成一切
后果概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博，联系电话：0898-
65317993、13518818881，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23-1号电网小区中试综合楼二
楼207房。 海南电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22年1月18日

办证公告
我司开发的碧海一家二期已达到
办理不动产权证转移登记条件，我
司已通过短信、电话、信件等方式
通知业主办证，现公告各位业主及
时前来我司预约办理，否则依据合
同之约定逾期办证之责我司不予
承担，特此公告。
海南碧海一家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 41 层 439m2

写字楼出租。电话：15595638805。 注销公告
海南通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N

11Y52）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腐蚀与防护学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600005038625937）

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登报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

组办理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13016240468。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龙源村委
会坤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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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6410012161803，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新昌村民
委员会松村一村民小组不慎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449601，现声明作废。
●夏伟国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28#
504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38363，金额：98110元，声明作
废。
●马兰霞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 1#
304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38400，金额：79343元，声明作
废。
●史丹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三组团 C3#
1503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5211395，金额：32754元，声明作
废。
●燕俊杰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D区二期A组团
G5-2-102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
号：4349782，金额：19265.91元，
声明作废。
● 肖 宁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4195910190018）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53的
拍卖成交确认书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李舒燕律
师（于2022年1月15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为：14601201711830701，
流水号为：10716149，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减资公告
海南富友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MA5T4TM

Q6Y）经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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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电话：15808932569（洪先生）。

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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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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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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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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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郭德成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
所）字第4028号］补档地籍调查事
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东方大道
北侧，土地面积为360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商住用地。经实地调查，
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邝丽，南至郑
英财，西至十八米路，北至海南鑫
都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凡对该宗
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
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送至我局自然资源调查确
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
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8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观 天下

汤加政府18日首次发布灾情通报，说
海底火山喷发引发高达15米的海啸，给这
个南太平洋岛国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

通报说，“高达15米”的海啸冲击一些
岛屿。在地势较低的芒奥岛，全部房屋遭
摧毁；福诺伊富阿岛仅有两座房屋幸存；诺
穆卡岛也损失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说，在汤加首都努库阿
洛法所在的主岛汤加塔布岛，大约100座
房屋受损、50座毁坏。

通报确认，3人遇难，为两名汤加人和
一名英国籍女子，另有一些人受伤。

位于努库阿洛法以北约65公里处的
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14日和15日喷发。
澳大利亚气象局观测到在努库阿洛法附近
有1.2米高的海啸。海啸还波及汤加邻国
及数千公里外的国家和地区，高度从数十
厘米至1米多不等。

汤加政府说，救援行动已经开始，海军
船只运载医疗人员、水、食品和帐篷前往各
个岛屿，撤离灾民。芒奥岛、阿塔塔岛和福
诺伊富阿岛居民已经全部疏散。

由于海底通信线路受损，汤加与外界
通信仍然困难。汤加政府说，汤加塔布岛
与一些岛屿之间已经建立有限的卫星电话
联系，但一些岛屿仍然处于“失联”状态。

航拍图片显示，厚厚的火山灰覆盖陆
地。联合国方面说，汤加塔布岛上的火山
灰厚度有5至10厘米。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汤加政府通报灾情 出现15米高海啸

面对丑闻发酵、民意走低局面，约翰
逊方面不甘被动。英国媒体将其采取的
措施形象比喻为“红肉行动”，意指取悦
选民，力求稳固保守党票仓，具体做法包
括在移民政策上做文章以及拿英国广播
公司开刀。

英国政府17日宣布，禁止英国广播
公司未来两年内提高民众负担的电视牌
照费（每年159英镑，约合1377元人民
币），以缓解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民生负担。

工党文化事务发言人露西·鲍威尔
说，约翰逊政府想借此取悦英国广播公
司的反对者，缓和派对丑闻触发的民意
支持率下行压力。与电视牌照费相比，
约翰逊政府所提的增税计划和能源价格
猛涨是更大的负担。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或宣布
放宽在英格兰地区施行的防疫措施，以
争取保守党内反对收紧防疫措施派别的
支持，应对党内信任危机。此外，约翰逊
还可能就派对丑闻“甩锅”身边人，以求
自身脱困。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困境中谋自救

派对丑闻不断发酵，英首相经历上台以来最严重危机

约翰逊这次有点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来

因新冠疫情期间派对丑闻被推上
舆论风口浪尖。随着时间推移，舆
论压力未减，丑闻新料频添，致使
执政党保守党民意支持走低，党内
要求约翰逊下台呼声渐起。

英国媒体形容，约翰逊正经历
2019年上台以来最严重危机。

英国媒体曝光了首相府防疫期间不
少违规酒会，约翰逊也参与其中。

约翰逊本月12日在议会下院接受
质询时首次承认在2020年5月“封城”
期间参加在首相府花园举行的酒会。他
为此道歉，但辩称当时认为那是一场公
务活动。他说，“没人告诉我”这场酒会
违反了防疫规定。

然而，约翰逊前首席顾问多米尼克·
卡明斯给出截然不同说法。英国《镜报》
18日援引卡明斯的话报道，多名政府高
官曾提醒在首相府花园举行酒会违反防
疫规定，约翰逊对这些忠告置若罔闻。

《镜报》形容，卡明斯的说法是“爆炸
性”的，无异于指认约翰逊在议会下院接
受质询时公然撒谎。在卡明斯之前，多
家英国媒体已经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约翰逊在酒会开始前就已经知道那
是“一场派对”。

卡明斯2020年11月从约翰逊政府
离职，后多次批评政府抗疫不力。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卡明斯任职期间曾违反“居
家令”，然而得到了约翰逊的护短力保。

辩解遭戳穿

约翰逊卷入派对丑闻之际，根据英国
《每日电讯报》18日报道，20名保守党议
员私下会面，计划递交对约翰逊的不信任
信。首相府目前暂未回应这一报道。

如要触发对保守党领袖的挑战，
360名保守党议员中至少54人须致信
党内“1922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对保
守党领袖的不信任。

这类信件不会公开，只有委员会主席
知道议员写信情况。议员克里斯蒂安·韦
克福德公开表态已经递交不信任信。他
说，还有不少议员写了信，暂未递交。

如果约翰逊被迫下台，财政大臣里
希·苏纳克被认为是最为可能的接替人
选之一。不过，按照《镜报》说法，鉴于5
月地方选举在即，一些议员倾向于选举
结束后再采取行动。

保守党目前选情不妙。约翰逊曾于
2019年12月率保守党赢得议会选举，
胜选优势为1987年以来最大。而今，派
对丑闻不断发酵，在野党工党民意支持
率已大幅领先保守党，领先优势为2013
年以来最高水平。

或被同党抛弃

这张1月6日的卫星图片显示的是汤加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喷发前的景象。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纽约1月18日电（记者
刘亚南）受中东和东欧地区地缘政治
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不断
攀升，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18日盘
中创下2014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

截至18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2022年2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1.61美元，收于每桶85.43美元，
涨幅为1.92%；2022年3月交货的伦敦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
于每桶87.51美元，涨幅为1.68%。

分析人士认为，油价创七年来新
高主要受两大因素推动。

一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关
系尚未缓和，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出现
恶化，加剧市场对主要油气生产国供

应减少乃至中断的担忧。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17日发生

油罐车爆炸和机场工地火灾，造成多
人死伤。外界认为，作为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第三大产油国，阿联酋
原油供应面临真实的中断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对原油需求的冲击不如预
期严重，市场对2022年第一季度原油
市场供大于求的预期发生变化。

美国高盛集团发布的报告认为，
疫情对原油需求的影响温和且短暂，
市场供应缺口将非常大，预计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将在2022年第三季度
突破每桶100美元，并在2023年升至
每桶105美元。

两大因素推动国际油价创七年新高

新华社安卡拉1月19日电（记
者熊思浩）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报道，土东南部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帕
扎尔哲克镇附近一输油管道18日晚
发生爆炸，致使原油输送中断。

报道说，爆炸引发的大火未造成
人员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清楚。该输
油管道的运营公司博塔什油气管道公
司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公司将尽快恢

复原油输送。
该输油管道连接伊拉克北部基尔

库克和土耳其杰伊汉港。爆炸发生后，
博塔什公司宣布暂时关闭该输油管道。

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到附近一条
公路。目前，公路已被双向封锁。除
消防救援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
行。地方政府出动了大批消防车、救
护车前往现场救援。

土耳其一输油管道发生爆炸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18日电（记
者陈威华 赵焱）亚松森消息：巴拉圭
卫生部18日说，该国总统贝尼特斯当
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巴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说，贝尼
特斯18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有轻微症状，将根据现行卫生规定进

行隔离。
据报道，贝尼特斯的夫人于16日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夫妇二人均已完
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

据巴拉圭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该
国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0万
例，累计死亡病例近1.7万例。

巴拉圭总统新冠检测呈阳性

这是1月1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欧文拍摄的动视暴雪公司办公地点。
美国微软公司18日宣布，将以每股95美元收购游戏厂商动视暴雪公司，全

现金交易总价值687亿美元。一旦按计划完成收购，交易将成为美国科技公司
史上最大规模收购，微软以收入计算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游戏公司。此次收购将
包括动视暴雪旗下许多标志性特许经营权，其中不乏游戏迷熟知的《魔兽》《暗黑
破坏神》《守望先锋》和《使命召唤》等游戏。 新华社/路透

微软求购“魔兽”或创美科技企业最大收购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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