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从20世纪80年代起，私营监狱业在美国蓬勃发展。靠签订床位保障条款、压榨囚犯等手段，美国私营

监狱企业获取了大量财富，又将沾染了铁窗血泪的财富源源不断输送给与之勾结的黑心政客。唯利是图、贪
得无厌的私营监狱业在美国政商界衍生出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严重扭曲了美国司法系统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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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私营监狱公司声称
没有对司法系统施加影响，但事实并非
如此。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为确
保获得关押和监视非法移民的合同，
GEO集团每年都要游说美国国会议员，
并向其提供大量政治献金。《华盛顿邮
报》2015年4月一篇文章称，1989年以
来，惩教公司和GEO集团在政治游说上

共花费2500万美元，向候选人提供超过
1000万美元献金。

福克斯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私营
监狱游说、向竞选活动捐款、让更多囚犯
因失去减刑机会而被判更长刑期，他们
希望以此尽可能多地榨取纳税人的钱，
这是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扭曲。

私营监狱与美国政府部门之间还存

在“旋转门”现象。一些人时而担任美国
私营监狱高管，时而从政，这进一步为私
营监狱业带来了“发展的春天”。例如，
2011年，管教公司（惩教公司）前高管加
里·莫尔担任俄亥俄州司法部门官员期
间，该州伊利湖惩戒机构被该公司并购，
成为第一个卖给私营监狱公司的美国州
立监狱。

美国《监狱法律新闻》杂志网站刊文
指出，美国现在有两个司法体系。一个
给富人、名人或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能雇
顶级律师和公关公司，向警长、议员和官
员提供政治献金，他们因为有名或有钱
而享受特权；另一个才是给其他人的。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宋
盈 郭雨祺）

黑金链条与“旋转门”

3月20日，人们聚集在孟加拉国纳拉扬甘杰的事故现场。
当日，孟加拉国一艘渡轮与另一船只相撞并倾覆，救援人员在首都达卡郊

外纳拉扬甘杰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6名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发生船只倾覆事故

新华社惠灵顿3月21日电（记
者郭磊）新西兰警方21日说，一艘载
有10人的海钓观光船20日晚在新西
兰北岛北部海域沉没，救援人员已找
到4具遇难者遗体，救起5人，仍有1
人失踪。

新西兰警方发言人21日通报说，
当地时间20日晚，海岸救援部门收
到该船只求救信号。事发海域当时
天气极端恶劣，救援直升机连夜在沉
船地点附近救起5人，后陆续找到4
具遗体。

新西兰一海钓观光船沉没致4人死亡

美私营监狱“摇钱树”肥了谁的腰包

1984年，休斯敦地区的奥林匹克汽
车旅馆在90天内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旅
馆四周竖起高高的围墙，铁丝网盘绕四
周，旅馆的牌子也被扯掉。美国私营监
狱业巨头美国管教公司（2016年改名为
惩教公司）租下这家旅馆后，将其变成非
法移民羁押中心。同年，另一家私营监
狱企业GEO集团也宣告成立。私营监

狱业从此走上美国历史舞台。
如今，这些私营监狱公司已建立起庞

大的商业帝国。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在
不到20年时间里，惩教公司年收入增长
了500%以上。据统计，惩教公司拥有或
控制47家惩教和羁押机构。GEO集团
拥有64间监狱和56家社区惩戒机构，分
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南非等多个国

家。2020年，惩教公司营业收入达到19
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
GEO集团的收入更高达23亿美元。

囚犯是“永恒的商机”。据美国媒体
披露，囚犯数量是政府向私营监狱企业
付款的主要依据，例如在2018年，私营
监狱每接收一名犯人，政府就需要向企
业支付每年2.3万美元费用。更让人瞠

目结舌的是，政府与私营监狱签订的合
同大多还包含有关床位保证的条款，即
政府需要保证私营监狱的囚犯入住率达
到一定标准，通常为90%，如果没有达到
标准，政府还需要额外付钱。2011年，
亚利桑那州就因为没有让私营监狱企业
管理和培训公司下属私营监狱达到97%
入住率，而向该公司支付了300万美元。

罪犯就是商机

“和世界上所有企业一样，GEO致
力于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法国阿尔斯
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
《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

2013 年，美国以违反《反海外腐

败法》为由，将皮耶鲁齐投入美国监
狱。这位法国商界精英见识了 GEO
集团的私营监狱——莫香农山谷改造
中心的“生意经”：GEO毫不犹豫地将
包括伙食、暖气、医疗在内一切服务削

减到最低水平，提高面向囚犯的小卖
部商品售价，并通过使囚犯失去获得
减刑机会等方式，尽可能延长犯人“居
住期限”。

今年1月，美国《淘金者》新闻网站

刊登题为《谁在真正地冷血杀人：囚犯还
是监狱？》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追逐
利益深植于企业的DNA里，私营监狱公
司绝不会允许收入减少而优先考虑社会
利益。

铁窗内的生意经

观 天下

这是3月2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拍摄的枪击事件遇难者的照片。
据外媒报道，19日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一家餐吧外发生枪击

事件，造成两人死亡。 新华社/美联

美弗吉尼亚州一餐吧外发生枪击事件2人死亡

新华社突尼斯3月21日电（记
者黄灵）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南郊21
日早晨发生两列列车相撞事故，造成
90多人受伤。

突尼斯民防部门当天发布声明
说，事发时两列列车低速行驶在同一

轨道上，在突尼斯市南郊一个车站附
近相撞，造成列车工作人员及乘客受
伤，目前已有95人被送往附近医院，
大部分人伤势轻微，情况稳定。

声明说，事故并未对列车造成严
重损坏，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突尼斯两列列车相撞90多人受伤

美国一名12岁女中学生与人发生
争斗，遭一名兼职做保安的警察用膝
盖压住颈部按在地上，引发家长和民
众指责。

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教育部门18
日发布的监控录像显示，本月4日，这名
女学生在林肯中学的餐厅与另外一名穿
深色衣服的女生发生争执并动手。学校
保安肖恩·居乔上前劝阻，首先拉开深色
衣服女生，在试图阻止当事女学生时与
她一起摔倒在地。居乔起身用手按住女

学生，随即用膝盖压住对方颈部，反剪她
的双臂并铐上手铐。女学生遭“跪颈”大
约半分钟。

居乔是基诺沙市警察局的警察，下
班后兼职在学校做保安。女学生的父亲
杰雷尔·佩雷斯说，她的精神遭受重创，
不得不向精神科医生求助。他指责居乔
采用威斯康星州去年开始禁用的“跪颈”
执法方式，要求对他提起犯罪指控。

佩雷斯及其支持者还把这一事件与
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

警察“跪颈”执法致死相提并论。2020
年5月25日，46岁的弗洛伊德在明尼阿
波利斯市街头遭警察德雷克·肖万跪压
颈部大约9分半钟后死亡。这一事件在
美国再次引发大规模反警察暴力执法和
反种族歧视浪潮。肖万去年被判谋杀罪
名成立。

基诺沙市教育部门起初要求居乔带
薪休假，16日宣布他已经辞去保安工
作。居乔在辞职信中不满教育部门没有
给予他支持，说他的家人因为这一事件

受到沉重压力。
美联社19日援引基诺沙警察局声

明报道，居乔仍然在职，警方正在继续调
查这一事件。

基诺沙市也曾发生引发大规模反警
察暴力执法和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的事
件。2020年8月23日，29岁的黑人男子
雅各布·布莱克在街头接受警方盘查过
程中，走向自己汽车时遭一名警察从背
后连开7枪而瘫痪。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12岁女学生遭警察“跪颈”

遗失声明
海南荣祥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私
章（冯树财），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中实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谢木强）法
人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益恒洋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丁爱
平），现声明作废。
●海南知和行书局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0048423，声明作废。
●文昌杰明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XJ8N3C）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张 峰 （ 身 份 证 号 ：
370402196811232012）遗失海南
泽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四季康城一期AB区2栋205房的
购房收据一张，金额：172599元，
日期：2010年4月29日，收据号：
NO.11056703，声明作废。
●海口衍生堂药房有限公司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琼DA0120384，声明作废。
●海南联达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
票代码：146002120406，发票号
码：00472801，金额：84800元，声
明作废。
●琼中和平芊禾副食超市（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A901PM5B）遗 失
公章，现声明作废。
●陵水启佳农业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牙叉镇志道村民委员会牙琼村
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43824001，声明作废。
●赵久武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镇九所新区南区东住宅70号
陈哲华1幢住宅楼609号房屋产
权证，证号：乐房权证九所字第
20140078号，现声明作废。
●颜炳恰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镇九所新区南区东住宅70号
陈哲华1幢101号房屋产权证，证
号：乐房权证九所字第20150354
号，现声明作废。

公告
我司承建的“儋州宝安·山水龙城
一期A区建安工程”现已竣工验
收，请与本项目有债权债务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见本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向我司申报，逾期后果自负。联
系电话：18907549620。

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1日

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公告
海南辰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MJF
D66）经股东会决议，保留原股东
成 员 张 振 丽 40%股权、张小章
25%股权，原法定代表人林芳芳变
更为刘祥，原股东成员林芳芳35%
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成员即新法定
代表人刘祥持有。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有效
材料向本公司公告联系人提出债
务债权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其后果自负。特此
公 告 。 联 系 人 ：刘 祥 ，电 话 ：
13023648204。 海南辰兴科
技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发布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
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
法补发上述宗地新的《不动产权
证》。特 此 通 告 。联 系 电 话 ：
65636782卢先生。2022年3月17日

●颜炳恰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镇九所新区南区东住宅70号
陈哲华1幢102号房屋产权证，证
号：乐房权证九所字第20150353
号，现声明作废。
●颜炳恰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镇九所新区南区东住宅70号
陈哲华1幢103号房屋产权证，证
号：乐房权证九所字第20150352
号，现声明作废。
●文昌东路冯记茶店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381227，特此声明作
废。
●海口何兴文化研究会遗失社会
团体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60100MJP1882397,
声明作废。
●三亚浩天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雅齐口腔诊所遗失放
射诊疗许可证正本，证号：秀卫放
证字〔2020〕第05号，现特此声明。
●赵娟遗失万宁市永桥尚城5栋
108房住宅办证代收代缴款收据
一张，编号：6033735，金额：11574
元，声明作废。
●海南港顺丰外轮供应有限公司
于2022年3月11日不慎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胖妈餐饮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各一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1071737597,声明作废。
●海口市择臻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
生日期不详，2017
年 6月 8日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海尾镇
昌化林场派出所往

海尾镇方向约8米处的排水沟里
被遗弃，发现时男婴被粉色带花点
的布包裹住，无其他明显特征，现
登报寻找该男婴生父母，于公告之
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26633620。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杜小娜（承租人）遗失海口市美
兰区中贤一村 152 号（旧门牌
182-2）202房的房屋租赁证，证
号：美房租证〔2021〕第53280号，
特此声明。
●海南融鑫嘉程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A9526043）因法人
（刘伟）私章破损，声明作废。
●辛爱华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一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8栋1603
房，收据编号：DF0004435，金额：
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梁通托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三张和一
本《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9栋1201房，
收据编号：DF0007817，金额：
206303 元 整 ；收 据 编 号 ：
0002949，金额：78415元整；收据
编号：0002941，金额：10000 元
整；合同编号：FA·0000425，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无量光智慧新能源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 宋 超 （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311198801205257）遗失新闻
记 者 证 ， 证 号 ：
G46000155000288，特此声明。
●黄伟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核
发的海洋渔业职务二级船员船长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460028199206142X65，声 明 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土地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91号
徐迎春现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
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凤翔街道办事处洗马桥社区居
委会凤翔东路318号，面积为182
平方米。经调查，该申请人持有的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01-0691
号《国用土地使用权证》已登报遗
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上述土
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面
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补
发上述宗地新的《不动产权证》。特
此通告。联系人：陈善森，电话：
65809395。 2022年3月1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94号
陈会明现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补
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红旗镇新建路74号,四至为：东至
路、南至私宅、西至私宅、北至私宅；
土地面积为139.83平方米。经调
查，该申请人持有的琼山国用（红
旗）字第003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已登报挂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
证，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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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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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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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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现楼整栋出售
海口市海秀中路海秀天成SOHO

写字楼、产权酒店整体或整层出

售。适合于总部基地办公、商业、

高端轻奢酒店等。联系电话：

18876193976（蔡女士）

出 售

三亚湾路旺铺招租或合作
三亚湾路海景40亩，自有产权，现

有婚纱影楼招租或合作。联系方

式：吕小姐，电话：15008035216；

张先生，电话：15091913939。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写
字楼出租。电话：15595638805。

出 租

通知
李才波（身份证号码：3421231971
****4276），住址：安徽省太和县马
集乡朱庄村委会李寨 78 号，你
2019年3月30日借款已到期，请
即刻如数偿还本金及利息，否则我
将通过法律途径催收解决。催收
人：张建军 2022年3月21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国兴CBD富力首府天盈广场写字楼
招商租赁公告

富力首府，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CBD、大英山金融集聚区。紧
邻日月广场商圈，政务、商务、文化、交通等省级资源环绕。项目建
筑面积约66万m2，涵盖高端写字楼、高端住宅、鎏金商业街等业
态，其中写字楼集群建面约27万m2，可为金融企业、成长型企
业、世界500强等全球优质企业入驻海南自贸港提供高品质的办
公空间。

天盈广场，富力首府首期交付现房写字楼。紧邻城市主干道
国兴大道，总建面约3.8万m2，涵盖LOFT办公/平层办公/商铺等
产品业态。定位金融科创中心，特色提供一站式招商运营服务，致
力通过一站式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富力首府天盈广
场，现房写字楼，建面53/73/212m2，灵活办公空间，租金110元/
m2/月起，诚邀全球名企进驻。招商热线：18689577448。

受委托，定于2022年4月7日上午10:00至2022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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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状净价拍卖：海口市龙昆下新村72号
的110m2土地使用权及地上413.11m2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海
口市国用（籍）字第Q0364号；房屋使用权证号：房字第16386号〕。

参考价：216.46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特别说明：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

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土
地出让金及拖欠的物管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4月6日止。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5607579889
通讯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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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322期）

合并公告
经 三 亚 新 海 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914602006760551916)、三亚伟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
914602007212635809)股东会决定:三亚新海湾投资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三亚伟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三亚伟达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注销，三亚新海湾投资有限公司续存。合并前三亚新海湾
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三亚伟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合并后三亚新海湾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100万元。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三亚新海湾投
资有限公司承继。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后果自行
承担。

三亚新海湾投资有限公司
三亚伟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海口市海秀大道金海大院4套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3HN006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167
号金海大院1幢502房，第二栋507、508、1007房等4套房产，建
筑面积为 87.16m2 至 107.59m2 不等，挂牌价为 77.92 万元至
107.59万元不等。公告期：2022年3月22日至2022年4月12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联系电话：66558026，联系人：郭先生；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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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联系人：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