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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平（海口）装饰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德义村
民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启沁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琼州大厦[工商注册号：（85）商
254]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 罗 文 韬（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42619870224503X）遗 失 中
级工程师资格证，专业名称：建筑
工程，证书编号：180311352，声明
作废。

公告
海南中晗通建筑安装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斯凯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309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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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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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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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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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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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6日

公告
海南心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胡笳、张萌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 985、986 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
劳人仲裁字〔2022〕第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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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783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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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6日

公告
海南德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卢李倩、高美倩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1〕第1155、1310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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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

注销公告
海南省砗磲协会拟向海南省民政
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协会办理相
关事宜。

重新确认会员资格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鉴于协会
长期与各会员无紧密联系，现为规
范管理，进一步做好协会注销有关
事宜，我协会决定对会员资格进行
重新确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一）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看
到登报通知后，请到协会办公室进
行会员资格确认登记。地址：海口
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11楼民
爆办公室，联系电话：66241023。
（二）重新确认会员资格时间：
2022 年 1月 28 日～2022 年 2月
11日。（三）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进行资格确认，视为自动放弃海南
省民用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单位会
员、个人会员资格。

海南省民用爆破器材行业协会

物业招租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12号亚希大
厦 7 层 708 房，面积：314.44m2。
通过广州公有物业出租平台网站
投标，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
13044237886。

减资公告
绿旭（海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肆拾亿圆整减少

至人民币壹亿圆整，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绿旭（海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蓝冠环保新能源科技服务

中心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

本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金太阳艺术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60000MJP11618XP）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保亭原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容生幸）股东名章，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鸿园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394416999Y）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杨恒机械设备维修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LHRD1G）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苏荷酒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300MA5T1LN529）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1465733，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人民政府遗失海
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430210，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人民政府遗失海
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282303，声明作废。
●海南忠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金淼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美亭学校大美小学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741920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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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招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遗体认领公告
患者张世稳，男，44
岁 ， 住 院 号 ：
2022000812，籍贯：
广西马山县林圩镇

三和村老张屯93号，身份证号码：
452127197702163019，其余信息
不详，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凌晨
3:41 分在我院重症医学科抢救
无效死亡。死亡诊断：1、急性心
力衰竭，2、重症肺炎，3、多器官功
能衰竭（肾脏、循环、凝血、呼
吸）。目前已电话联系患者姐姐
前来认领遗体，故特发此公告，望
亲属自登报日起一个月内来认领患
者遗体，逾期将按规定予火葬处理。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2022年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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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转 让

“蓝钻奇案”后，沙特政府把两国
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鼓励沙特公民
前往泰国，也不欢迎泰国人来沙特。双
边贸易，尤其是泰国旅游业继而承受巨
额损失，大批泰国海外劳工失业。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穆斯林研究
中心主任沙拉武·阿里接受沙特“阿
拉伯新闻网”采访时说，珠宝失窃案
发生前，泰国每年向沙特派遣20余

万劳工，如今每年仅约千人，“泰国当
然希望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他说，沙特正在推进“2030 愿
景”计划，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
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引进更多外国投
资和游客，需要更多外籍劳工建设基
础设施。这对泰国而言是机遇。

在沙拉武看来，沙特决定同泰国
恢复正常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沙特

执政结构调整，年轻一代掌权，着眼
于未来，而不是纠结于过去的矛盾”。

据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正调整外交政策，在海外争
取更多盟友，包括加强与亚洲国家的
关系，在中东地区与卡塔尔、土耳其
修补关系，与夙敌伊朗展开对话。

沙泰联合公报写道，沙特欢迎两
国关系迈向正常化。双方讨论了沙

特“2030 愿景”和泰国国家发展议
程，决定在今后数月开始密切协调，
加强双边协作沟通，促进绿色经济、
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安全
等关键战略领域的投资合作。

巴育到访当天，沙特阿拉伯航空
公司宣布5月重启往返于沙泰两国
首都的直飞航班。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期待加强合作

沙特与泰国宣布将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蓝钻奇案”翻篇 泰沙关系复原
泰国总理巴

育·占奥差应沙特
阿拉伯王储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
邀请，25日抵达沙
特首都利雅得，展
开为期两天的“破
冰”访问。

双方当晚发
表联合声明，宣布
将于近期恢复大
使级外交关系，加
强经济和贸易关
系。两国之间因
33 年前“蓝钻奇
案”引发的猜疑和
敌意，就此翻篇。

这是泰沙两国因33年前那桩窃
案失和以来，泰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
问沙特。

1989年，沙特王子费萨尔·本·法
赫德所住宫殿估值大约2000万美元
的珠宝失窃，包括一颗重50克拉的珍
贵蓝钻石，嫌疑人是在王宫工作的泰
国籍佣人江盖。江盖在案发后逃回泰
国。这起案件引发两国外交纠纷。

据《泰国问询报》新闻网站25日
报道，江盖1990年落网，承认偷窃，

愿意交出尚未销赃的珠宝。然而，泰
国警方向沙特归还的珠宝多为赝品，
那颗蓝钻石也不在其中。泰国警方
指控名为讪滴的销赃人将珠宝掉包，
后者否认。泰国舆论开始批评警方，
沙特方面也不满泰方办案不力。

案发大约一年后，事件升级。
1990年2月一个夜晚，被派到泰国首
都曼谷协助调查的两名沙特外交官
以及沙特大使馆一名电报员在三处
不同地点遭枪杀，凶手身份不明。一

名提供案情线索的在泰沙特商人不
久后失踪，据信已遇害。另外，1989
年1月，沙特大使馆一名三等秘书在
曼谷家门口遭枪杀。

这几宗凶杀案从未告破，也没有
查明是否关联珠宝失窃案，那颗稀世
蓝钻至今下落不明。

1994年，负责珠宝盗窃案调查
的泰国警方官员差洛为迫使讪滴认
罪，绑架后者的妻子和儿子并最终将
他们杀害。2009年，泰国最高法院

维持下级法院判决，判处差洛死刑。
后经泰国国王特赦，差洛获减刑至50
年监禁，总计服刑19年后获释。包
括一名泰国高级警官在内的5名男
子因涉嫌杀害沙特商人被起诉，但因
证据不足未被定罪。江盖因盗窃罪
入狱5年，2016年出家。

根据两国联合声明，巴育对
“1989年至1990年泰国境内发生的
几起悲惨事件深表遗憾”，承诺泰方
将继续追查这些案件，搜集新证据。

了结一段恩怨

枪支泛滥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
问题，由此导致的枪支暴力事件频发已
成为社会顽疾。近年来，由于美国政府
防疫不力，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导致民众
心态焦躁以致情绪失控。同时，弗洛伊
德案等暴力执法事件再次激化种族矛
盾。随着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
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许多人选择“拥
枪自保”，控枪因而变得难上加难。

美国《内科学纪事》杂志去年12月
发布报告说，从2019年1月1日至2021
年4月26日，美国首次购枪者人数约
为750万，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2.9%。
新购枪者中半数为女性，约两成为非
洲裔。这表明美国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导致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
枪支泛滥的恶果如此严重，但美

国政界长期以来在控枪问题上几乎
毫无作为，共和、民主两党分歧严重
且看不到任何弥合分歧的希望。

2021年3月，两项加强购枪背景
调查的法案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
院获得通过，但在两党各占50个席位
的参议院未获通过。一个月后，总统
拜登签署多项行政令以加强枪支管
制、减少枪支暴力，但其效力不及国会
立法，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也存在变数。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有20多
年未通过重要控枪法律，与枪支买卖
相关的金钱利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众多倡导拥枪权组织中的“龙头
老大”，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
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其影响力深入
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
面。据美国追踪政治献金的网站“公
开的秘密”统计，该协会2020年仅用于
联邦选举的支出就超过2900万美元。

美国《洛杉矶时报》去年11月发
表评论文章指出，全国步枪协会仍能
通过更换管理层和改变组织架构避
免解散。即便该组织遭到解散，也无
法改变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犯罪
猖獗的乱局。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
记者邓仙来）

无解的恶性循环

美枪支暴力案件创新高凸显政治失能

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
2021 年全年，美国“一次死伤 4 人以
上”的恶性枪支暴力事件共发生 693
起；包括自杀在内的各类涉枪命案共
造成44875人死亡，其中20785人在枪
击事件中被杀，1549名死者年龄不满
18 岁，另有 40527 人受伤。这些数据
均为该网站 2013 年开始进行相关统
计以来的最高值。

尤其是去年年底美国进入感恩
节、圣诞节假期，芝加哥、洛杉矶等治
安状况恶劣的大城市“经历伤亡最惨
重的周末”等新闻标题频繁见诸美国
媒体，令民众不寒而栗。进入 2022
年，美国枪支暴力事件数量继续居高
不下。“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1月26日凌晨，2022年美国已有
2970人死于各类涉枪命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依据全美警
察局数据计算得出，2021年全美人口

数量排名前40位的大城市中，有超过
三分之二的城市他杀案件数量较上一
年有所上升，而相关案件大多为枪击
案。其中，10个城市他杀案件数量创
历史纪录。以洛杉矶市和纽约市为
例，两市当年他杀案件数量较上一年
分别上涨12%和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发
现，美国枪击事件自2014年起呈持续
上升态势。数据显示，枪击事件丧生
者数量最多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是排
名第二的印第安人后裔的近两倍。少
数族裔受枪支暴力影响之大，也显现
出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问题。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主任乔治
斯·本杰明表示，在美国，枪支暴力
不仅体现为杀戮和犯罪，而且已渗
透到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许多美
国人已感到麻木，认为自己随时可
能被枪杀。”

枪支暴力创纪录

1月25日，示威者聚集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
加杜古的民族广场支持政变军人。

布基纳法索政变军人24日在国家电视台发
表讲话说，军方已夺取政权，并解除总统卡博雷的
职务。 新华社发（让·保罗摄）

布基纳法索首都民众
举行示威活动支持政变军人

美商务部称

芯片供应短缺
仍将持续至少6个月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5日电（记者高攀 许
缘）美国商务部25日公布的一项针对全球半导体
供应链主要企业有关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全球
半导体供应链仍然脆弱，芯片供应短缺状况仍将
持续至少6个月。

美国商务部从全球150多家半导体生产商、
用户和中间商索取的信息显示，2021年用户芯片
需求中位数较2019年增长约17%，但供给并未
相应增长。同时，大部分半导体生产设施的产能
利用率已达90%以上。数据证实芯片供需存在
严重、持续的不匹配，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内
这一问题难以解决。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当天发表声明说，半导
体供应链仍然脆弱，美国国会必须尽快批准拜登
总统提议的投资520亿美元加大国内芯片研发制
造的方案。

IMF敦促萨尔瓦多取消
比特币法定货币地位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5日电（记者高攀 熊
茂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25日
敦促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取消比特币法定货币地
位，警告比特币使用在金融稳定等方面存在风险。

IMF执行董事会在结束对萨尔瓦多的第四
条款磋商后发表声明说，执行董事们认为有必要
对比特币加强监管。萨尔瓦多有必要从今年开始
进行财政整顿，恢复财政可持续性，使公共债务水
平稳步下降。

萨尔瓦多议会去年6月通过一项法案，批准
将比特币作为该国法定货币。该法案于去年9月
正式生效，萨尔瓦多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承认比
特币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1月26日，人们在韩国首尔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采样。

韩国政府26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变异株奥
密克戎蔓延，韩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逾1.3万例，
大幅超出前一天报告的数据。 新华社/法新

韩国日增新冠病例首次上万

这是美国纽约炮台公园内为悼念枪支暴力遇难者摆放的白色瓶花（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一次死伤4人以
上”的恶性枪支暴力案件数量达693起，创有可
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持续肆虐、社会矛盾空
前加剧导致越来越多民众选择“拥枪自保”、美国
国会两党在控枪问题上分歧尖锐、代表枪支制造
商利益的游说团体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等因素，
造成美国枪支暴力顽疾难除且愈加陷入恶性循
环中，凸显美国政治管理体系的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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