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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科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416000005638463
X8，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临高万鑫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善，将临国用〔2015〕第
BH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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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临高万鑫工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 2022年1月19日
●吴小丁遗失海南省临高县农业
农村局核发的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460028199206128997，声 明 作
废。
●洋浦亿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涂向文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三

期F幢住宅楼1106号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乐字第SPF201301500

号，特此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金星社区卫生服

务站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1063240556228，声明作废。

●谢丽萍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山海韵龙栖湾国家旅游

度假区 5 栋 1403 室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乐字第SPF201500980

号，特此声明。

●毛莹不慎遗失保亭县蓝城山语

泉小区9号楼105房收据一张，编

号：NO15793497，金额：463141

元；内部认购申请单一份，编号：

0000547，声明作废。

●刘璐瑶遗失三亚哈达农副产品

交易有限公司开发的三亚恒大御

府项目13栋2006房收据二张，认

购 书 一 张 ，收 据 编 号 ① ：

HN1838690、收 据 编 号 ② ：

HN2048011；认 购 书 编 号 ：

1801538，声明作废。

●王淑贤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陵水县英州镇赤岭风景区碧桂园

珊瑚宫殿天琴海二街15座 1009

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01799号，声

明作废。

●杨祥满、钟丹云遗失坐落于陵水

县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

银滩A09区二期洋房SA3幢1925

号的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

字第20163778号，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口滨海向阳花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6589281633X），拟向审

批机关申请注销办学许可证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证书，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清算

组组长：陈赛军，成员：罗强、郑涵

文、陈赛军、蒋齐升、邓飞、邓红明、

李石宝，清算起止时间：2022年2

月10日至2022年3月31日。特此

公告。联系人：邓红明，联系方式：

13876021078， 邮 箱 ：

1538171404@qq.com，地址：海口

市泰华路花园新村26号。

认领公告
兹有本辖区林梧村委会多吉村村
民，姓名：苏少花，女，身份证号码：
460022197011305148，于 2022
年2月5日因病在儋州市第四人民
医院死亡，于2022年2月5日在海
口殡仪馆火化，请家属于2022年3
月1日前到海口殡仪馆办理骨灰
认领手续。逾期未认领的，文昌市
铺前镇人民政府将按照相关程序
自行处理。特此公告。 文昌市铺
前镇人民政府 2022年2月11日

●通孚祥（海南）出行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江西初行科技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2021年10月15日开具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共三张，
发票代码：046002100104，发票号
码 ： 09353010、 09353008、
09353009，单张发票价税合计均
为人民币拾万壹仟元整，现特此声
明。
●海南国鑫佳彩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海南瀚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林天家遗失大勇商业文化广场
三楼一排8号铺面的协议书和保
证金单各一份，保证金单金额：
32400元，特此声明作废。
●赵玉林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06468，金额：
200000元；契税收据，收据编号：
雅恒0017038，金额：43500.57元；
专项维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
恒0017036，金额：4809.6元，声明
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萌娃之家幼儿园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
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108MJY129702F，声明作
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
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20195801，声明作
废。
●文昌文城黄花苑茶庄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0027455，特此声
明作废。

公告
沈传成：本委受理你与被申请人海
南鼎中鑫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
〔2021〕第77号），因你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依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本委决定对该案终止审理并作出
仲裁决定书。因无法送达你处，限
你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2-
1号琼山区社保大楼三楼，联系电
话：0898- 65852550）领取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1日

公告
海口龙华梵狐养生工作室：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姣与你工作室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 1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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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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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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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10日

公告
定民 28（救助站编

号），无名氏，男，约

60岁，2022年 1月 3

日因精神异常，群众

报告由定安县民政局

救助站联系定安县人

民医院接入院治疗，2022年1月4

日因继发性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将

其转到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

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022

年2月9日晚宣告临床死亡。望其

家属至定安县民政局办理认领手

续，逾期按无主尸体处理。定安县民

政局联系电话：0898-63822293。

定安县民政局 2022年2月10日

减资公告
海口慧海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MA5RED6E
5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少至人民
币壹佰万圆整，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天韵民族音乐学校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校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雅歌合唱团拟向海南省民政
厅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到本团办理相关事宜。

●朱勇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核
发的远洋渔业职务船员一级管轮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330902196203211X09，声 明 作
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工
会委员会遗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155503，声明作废。
●屯昌翔微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立武不慎遗失海洋渔业职务
船 员 证 书 一 本 ，证 号 ：
46000619871210X8X7，声 明 作
废。
●王春波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三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11栋608
房，收据编号：0000011，金额：
10000元整；收据编号：0000419，
金额：67466 元整；收据编号：
DF0007378，金额：147420元整，
声明作废。
●海南善航智能船舶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临
时符合证明，编号：09A131，声明
作废。
● 倪 萌 （ 身 份 证 号 ：
412728198810220128）、海屿浠
（ 身 份 证 号 ：
411624201603040039）不慎遗失
准 迁 证 第 三 联（ 证 号 ：琼
01061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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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6410001513601，特此声明
作废。
●谢香莲不慎遗失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稽查局执法证，证号：
00352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泉水山庄幼儿园：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雅如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
〔2021〕第156号），现因申请人王
雅如主动撤回仲裁申请，本委予以
同意，本案终止审理，即行结案并
作出仲裁决定书。因无法送达你
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地址：海口市琼山区
椰海大道2-1号琼山区社保大楼
三楼，椰海大道和椰合路交叉口处
双创广场内，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1日

公告
海南颐和天教育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申请人陈佳莉、朱博坚、杨柳英、
王亚欢、谢一顶、邹亚标、李进、周
玉珠、王善界、罗树垂、陈伟生、胡
逸之、林嗣杰、罗震、陈成艳、张丽
虹、张雪玲、郑晓丹等18人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
〔2021〕第1-18号），现已作出裁
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2-1号
琼山区社保大楼三楼，椰海大道和
椰合路交叉口处双创广场内，联系
电话：0898-65852550）领取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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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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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广州2月10日电（记者
魏蒙）记者10日从中航通飞华南飞机
工业有限公司获悉，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AG600-1003架机已于2月8日
按1、2、3、4号发动机顺序完成首次试
车，系统状态良好，参数指示正常。

AG600“鲲龙”是我国自行设计、

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
飞机，拥有执行应急救援、森林灭火、
海洋巡察等多项特种任务的功能。

据介绍，1003架机于2021年12
月26日总装下线，已先后完成航电、
动力环控、操纵液压等系统联调联
试，并在试车前开展发动机燃油系

统、液压系统、防火系统、电源系统、
指示记录系统等相关功能检查，完成
发动机启封和试车应急演练。

据介绍，在1003架机之后，今年
还将有两架AG600完成总装工作，
全部3架飞机将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任务。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1003架机成功试车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尼克松总

统访华暨上海公报签署50周年，中
美双方将于近期举办一系列纪念活
动。

他表示，上海公报是中美签署的
第一个联合公报，由此确立了两国发
展相互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一

个中国原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
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中美双

方将于近期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共
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相关情况中
方将会及时发布。”赵立坚说。

外交部：中美将就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伍
岳）针对美方日前否认“星链”卫星两次
危及中国空间站安全一事，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相关避碰事件中，中国在轨航天员面临
着现实、紧迫的安全威胁，美方推卸责
任、转移视线，并非航天大国应有的负
责任态度。

据报道，美方在1月28日发给联合
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的照会中，否认
了中国关于“星链”卫星两次危及中国空
间站的说法，称“星链”卫星的活动没有
达到既定的紧急碰撞标准的门槛，因此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需要紧急通知。
美方照会还称，中方在给联合国发出照
会之前，并没有联系美方有关部门并表
达有关“星链”卫星带来危险的担忧。

赵立坚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
方向联合国通报“星链”卫星危险接近
中国空间站、威胁在轨航天员安全的有
关情况，是履行《外空条约》第五条规定
的国际义务。“相关避碰事件中，美国

‘星链’卫星均处于连续轨道机动状态，

机动策略和意图不明。中国在轨航天
员面临着现实、紧迫的安全威胁。中方
不得不采取预防性碰撞规避控制。”

赵立坚说，避碰事件发生后，中方主
管部门多次尝试邮件联系美方，但均未
收到回复。“如今，美方却以所谓‘紧急碰
撞标准下限’推卸责任、转移视线，这并
非一个航天大国应有的负责任态度。更
何况，美方也无权单方面设定一个‘紧急
碰撞标准下限’。”

赵立坚表示，《外空条约》第九条规
定，各缔约国探索和利用外空应以合作和
互助为原则；缔约国在外空的一切活动，
都应妥善照顾其他缔约国的同等利益。

“中方已将空间站有关信息在联合
国登记，并在网站发布中国空间站轨道
根数。从维护中国航天员和空间站安
全出发，中方愿同美方建立长效沟通机
制，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中方也希望各国共同尊
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体系，一
道维护在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空间
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他说。

美方否认“星链”卫星危及中国空间站安全

外交部：非航天大国应有态度

新华社洛杉矶2月9日电 据
多家美国媒体9日援引美国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的消息报道，该公司
2月3日单次发射了总共49颗“星
链”卫星，但次日遭遇地磁暴，其中
多达40颗卫星由于无法恢复正常
轨道高度而损毁。

据这家公司发布的网络博客
信息，这批“星链”卫星于2月3日
发射升空至近地轨道，但4日即
受到地磁暴严重影响。这批 49
颗卫星中“有多达40颗将会或者
已经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说，这些脱轨卫
星与其他卫星相撞的风险为零，
重新进入大气层后，这些“星链”

卫星会燃烧殆尽，不会产生太空
碎片，也不会有卫星零部件撞击
地球表面。

太阳风暴中的带电粒子冲击
地球磁场，使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
向发生急剧不规则变化，称为地磁
暴。强烈的地磁暴可能干扰人造
卫星运行。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说，4日发
生的地磁暴导致“星链”卫星所在
区域的大气升温、大气密度增
加。这使得大气阻力与以往发射
时的水平相比升高多达50%。“星
链”团队控制上述卫星进入“安全
模式”，让卫星“侧身”飞行，试图
尽可能降低大气阻力，以期“逃过

一劫”。但随后的初步分析显示，
异常升高的大气阻力导致这49颗

“星链”卫星大多在进入“安全模
式”后无法恢复到正常模式，其升
轨操作失败。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9年
5月23日将首批60颗“星链”卫星
送入太空，并计划在 2019 年至
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
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从太空
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
务。不过，天文学界一直对数量庞
大的卫星可能影响天文观测表示
担忧。一些航天专家还表示，如此
大量部署卫星可能产生“太空拥
堵”或“太空垃圾”。

遭遇地磁暴

美“星链”损失多达40颗卫星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王
鹏）记者10日从国家广电总局获悉，
《“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于日
前印发。按照规划，“十四五”时期将
规范包括演员片酬在内的收入分配秩
序，推广使用标准化、制度化、制式统
一的片酬等劳务合同。

在规范电视剧市场秩序方面，规
划同时提出，促进电视剧市场公平竞
争，坚决反对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和

市场垄断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鼓
励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引导电视剧
制作机构科学合理安排制作成本结
构，加强成本管理和收入核算。

规划指出，将持续优化市场环境，
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监管
机制，严肃处理有偷逃税、“阴阳合同”、

“天价片酬”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演员和
相关机构，禁止违法失德艺人通过电
视剧发声出镜。规范电视剧行业经纪

人、经纪公司等市场主体管理。
此外，规划提出，发挥电视剧行

业组织作用，对从业行为进行行业规
范，对违法违规从业人员实施行业惩
戒。健全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
经纪人等电视剧领域从业人员常态
化培训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明
确红线底线，推动从业人员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高尚职业
道德，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广电总局：

“十四五”时期将规范演员片酬

2月10日，工作人员在南宁国际铁路港调度援助百色市的应急物资专列。
当日，为支持广西百色市疫情防控工作，一批大米、帐篷、木板折叠床等应急

物资在广西南宁国际铁路港装车，准备运往百色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0日通报，2月9日0至24时，广西百色市新增新冠

肺炎本土病例7例。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应急物资援百色

利比亚过渡政府总理
遭枪击未受伤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过渡政府）消息人士
10日说，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德贝巴当天凌晨
在首都的黎波里乘车回家时遭遇枪击，没有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这名接近德贝巴的消息人士
说，这是明显的未遂暗杀，数名袭击者逃离现场。
此案已交由执法部门调查。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起未遂暗杀如果属实，
可能加剧利比亚当前政治危机。

设在东部港口城市图卜鲁格的利比亚国民代
表大会定于10日晚些时候选举产生一名新总
理。德贝巴早前表示，不会理睬选举结果，将继续
担任总理，直到总统选举结果揭晓。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加拿大抗议活动持续
特鲁多反对放宽防疫限制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外溢，
示威者连续几天阻断加拿大与美国之间最大贸易
通道，多家企业9日称生产活动受影响。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当天批评抗议活
动“不可接受”，并坚持反对放宽加拿大新冠防疫
限制措施。

这场抗议示威由加拿大政府1月中旬宣布的
防疫新规引发。政府要求往来加拿大和美国的卡
车司机从美国入境时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
明。美方数天后出台类似举措。大批加拿大和美
国卡车司机反对新规。示威者1月底开始打着

“自由车队”的旗号开进渥太华抗议。
渥太华市市长吉姆·沃森6日宣布当地进入

紧急状态，说示威活动已经失控。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马德里2月9日电（记者冯俊伟）
西班牙王室9日发表新闻公报说，西班牙国王费
利佩六世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公报说，费利佩六世8日晚出现轻微症状，9
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状态良
好。根据相关规定，费利佩六世将居家隔离7天。

据报道，费利佩六世曾于去年5月接种新冠
疫苗。

这是1月6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
德里王宫发表讲话。 新华社/法新

西班牙国王
新冠检测呈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