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迄今新冠确诊病例82227408例

累计死亡病例999009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已经超过 100万例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和“世
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的统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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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5月12日电（记者江
亚平）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国家紧
急防疫部门本月8日对平壤一些有发
烧症状的患者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

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这是自新
冠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以来，朝鲜首
次报告在本土发现新冠确诊病例。

朝鲜劳动党12日紧急召开劳动党

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新冠防疫措施提至
最高级别。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
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紧急措施彻底阻断
新冠病毒传播，要加强边界管控，在全

国各市县进行彻底封锁，各单位要在闭
环状态下组织经营生产活动。他还要求
卫生部门和应急防疫部门进行严格密集
筛查，健全医学监测和积极治疗措施。

金正恩说，党和政府各级机关要
采取周全措施，尽量减少人民群众在
严密防控措施下的不便和麻烦，稳定
生活秩序。

遗失声明
中洲能源（海南）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刘
昭萍）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琼海市嘉积镇中心学校
遗失票类编码为0118《海南省政
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400份，
票号编码为：
0445283622-01至0445283622-
50号；0445366663-01至 044536
6663-50 号；0445366751-01至
0445366751-50号；0445409328-
01 至 0445409328- 50 号 ；
0445409336-01至0445409336-
50 号 ；0445412359- 01 至
0445412359-50号；0445412199-
01至0445412199-50号；052674
1605-01至0526741605-50号；
以上票据声明作废。

●海南鑫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鑫
源温泉大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721246887U）合同
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翌洲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1861601，声明作废。
●海南吾佳律师事务所遗失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60000MD0165953D，
流水证号：70079867，声明作废。
●深兰智能交通（海南）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
MFWT4H）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中峰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德雾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
5TXHG355）遗失（宋发军）原法
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海南
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230011198，声明作废。
●李光钦遗失澄迈县瑞溪镇罗浮村
民委员会罗浮中村民小组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23102208020018J，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英丽饭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9027MA5RQXW
142）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中心卫生院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份，编
号为：042768233、042768234，声
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移信通手机配件店
不慎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金往来（暂
收、暂付）专用凭证一张，凭证号：
00000362，金额：5000元，声明作
废。

比选公告
美安服务中心项目现需向社会公

开、择优选定业务单位进行美安互

联网+总部经济区&众创产业园区

一期4号楼一楼装修施工，有意愿

参加的单位请携带本企业法人代

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

份证件到我司报名了解情况，以便

我司确定拟邀请对象，开展比选工

作。报名时间：2022年5月13日9

点～2022年5月15日17点，逾期不

受理。报名地点：海口市南海大道

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创业孵化中

心9楼。联系人：吴工，电话：0898-

66791999。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王成业不慎遗失琼儋渔81271
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
号：（琼儋）船登（权）〔2020〕HY-
000409号，现声明作废。
●王成业不慎遗失琼儋渔81271
的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
儋）船登（籍）〔2020〕HY-000409
号，现声明作废。
●王成业不慎遗失琼儋渔81271
船舶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琼
儋）船捕〔2020〕HY-000458号，
现声明作废。
●王成业不慎遗失琼儋渔81271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编 号 ：
4690030200868，现声明作废。
●海南安驰巴士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车牌号为琼B35800（黄色）
的道路运输证副本，证号：三亚字
460200065075，现声明作废。
●方海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安
装拆卸（升降机）初级，证号：琼
A052017000128，声明作废。
●万宁连胜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李梅运输户遗失车牌
号琼D59065（黄色）牌道路运输证
正本，证号：469026060887号，声
明作废。
●海南岩鑫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法人朱楠遗失永升滨海城2-
1-207预售商品房认购书，编号：
2020799，特此声明作废。
●定安县雷鸣镇后埇村民委员会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
J6410006056902，声明作废。
●王爱秀不慎遗失儋州创新文化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口市资金往来
（暂 收 、暂 付）专 用 凭 证 号 ：
0001512，金额：1600元，声明作
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供水有限公司

退押金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供水有限公
司拟将之前代收水费承包户所交
的代收水费押金统一退还。请已
交纳押金的各承包户于2022年5
月13日至2022年5月31日带齐
相关资料，前往陵水黎族自治县
滨河南路糖厂安置区A2-11供水
公司营业厅办理退押金手续，逾
期未办理本公司将依法依规处理。
特此公告。联系人：陈女士，咨询
电话：18289685558。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供水有限公
司 2022年5月13日

公告
海南睿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邱庆秾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800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2〕第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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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
66523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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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3日

明珠广场物业资产招租公告
我司现有海口市明珠广场三楼东

区房产（建筑面积：4830平方米）

及地下负二层停车场（建筑面积：

600平方米）对外公开招租，租赁

期限：8年。租金起始价：第一年

30万元/月。递增方式：每三年递

增3%。合同履约保证金：100万

元。租金支付：按季度支付。报名

时间：2022年5月11日至17日，

报名地址：海口市海府路81号华

运大厦 901房商业事业部，联系

人：陈先生、周先生，联系电话：

65389930。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022年5月11日

减资公告
海南莎郎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0563539998）
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减少至200
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河北德公（陵水）律师事务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31460000MD025
32910）拟向海南省司法厅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事务所办理
相关债权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文昌市和平南路14号1幢出
租，976.19平方米。联系人：冯先
生18689986863、王女士1878957
5377，监督电话：400-6690705

减资公告
海南民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7HK
BGW8L）经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000万
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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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优好食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8
1R00F）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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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琼海市嘉积镇中心学校
遗失票类编码为0118《海南省政
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2份，票
号编码为：0445283868-17、0445
283649-02、0445283649-04、04
45283649-12、0445366559-40、
0445366559-41、0445366647-04、
0445366647-29、0445366655-16、
0445366655-22、0445409109-01、
0445409109-02。以上票据声明
作废。
● 梁 溢 安（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301196809245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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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0266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 王 雄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2195601220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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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0279的
拍卖成交确认书、会员转让过户申
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 王 志 军（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106196308044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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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0263的会
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张德宁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证书编号：00500919，特此声明。
●海口乐特网咖休闲会所琼海嘉积
镇店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营妙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何雪梅熟食店（注册
号：460107600258403）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三亚明和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T2
GW51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一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玉娟、林业堂、

吴多辉、陈文斌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第785～

788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2〕第 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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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

66523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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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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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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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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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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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公告
海口市南沙路60号海南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二层铺面及一
层厨房招租，第二层商铺建筑面积
为430.1m2、一层厨房40m2，合计
470.1m2。详情请登录我院官网：
（http://jt.hainan.gov.cn/hnsjtg
hkcsjyjy/）。
报名时间：即日至2022年5月13
日，联 系 方 式 ：钟 女 士（0898）
36392261、18608908952。

招 租

出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儋州市英鸣学校后面的三栋房屋是以英鸣学校的名义报建
的，但该三栋房屋至今未完工，没有办理竣工验收和初始登记，未经
儋州市英鸣学校申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对儋州市英鸣学校经济
适用房项目申请组织竣工验收，更不得将房屋私自租售，由此而产生
的法律后果由违法者承担，与儋州市英鸣学校无关。

二、三栋房屋中有部分房产被法院拍卖，我校发现已有人入住其
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关规定，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
不合格的建筑禁止投入使用，为此我校特此声明，任何单位及个人不
得将未验收的房产交付他人或自身使用，否则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概由违法者承担，与儋州市英鸣学校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儋州市英鸣学校

时间：2022年5月12日

声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915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牛东霞与被执行人海南天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中，本院以〔2021〕琼01执
2915号执行裁定书和〔2021〕琼01执291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
封了被执行人海南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三亚市吉阳

区榆亚路610号三亚远丰公寓式酒店10楼1012房。现本院拟依
法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等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
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联系人：钟法官，联
系电话：0898-36661780。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韩国军方说

朝鲜向朝鲜半岛
东部海域方向发射弹道导弹

新华社首尔5月12日电 （记者陆睿 孙一
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说，朝鲜当天向朝鲜
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了3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通过短信向媒体发布
消息说，导弹在当地时间18时29分（北京时间17
时29分）从朝鲜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但短信未提
及更多具体信息。

韩国军方表示将加强监视与警戒，韩美两国正
紧密合作，保持应对态势。

另据日本媒体援引政府人士消息说，朝鲜当
天疑似发射弹道导弹，导弹可能落在日本的专属
经济区外。

本月4日和7日，韩国军方说朝鲜向朝鲜半
岛东部海域方向分别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和一枚
疑似为潜射弹道导弹的短程弹道导弹。

关注全球疫情

美国新冠疫情近期再度反弹。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预测，未
来四周单日新增新冠住院和死亡
人数将持续攀升。美国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
奇11日再次强调接种疫苗加强针
的必要性。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美国眼下
平均日增确诊病例7.5万例，而一个
月前这一数字为3万例；新冠住院患
者已超过2万人，为3月中旬以来最
多；日均新增住院患者上周增加了

18.1%，已达到日均逾2500人。
美疾控中心预测，美国今后两周

将新增新冠死亡病例5400例，加利
福尼亚州、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未来
几周新增死亡人数最多。

《华盛顿邮报》本月早些时候
援引白宫官员的预测报道说，由于
奥密克戎毒株的新亚型能够“逃
脱”人们从疫苗或既往感染中获得
的免疫力，这可能导致美国今年秋
冬季新增感染病例1亿例以及大量
死亡病例。

值得注意的是，盖洛普咨询公司
11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尽管新增病例持续攀升，美国民
众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担忧却降至
2021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这项调
查于4月中旬展开，正值美国疫情出
现反弹。

民调显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调查
对象表示“有点”或“非常”担心染
疫。多数人认为疫情正在好转，21%
认为“情况不变”，12%认为疫情变得
更糟。另外，不少人放松警惕，不再

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疫情）绝没结束，”福奇在近

期一次活动中强调，“我们仍在经历
一场全球大流行。”在福奇和一些卫
生专家看来，接种新冠疫苗及其加
强针将继续为预防新冠重症提供重
要保护。

福奇10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完成疫苗接种
者中的新冠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但其
中大多为老年人，他们自身免疫力低
下或有基础性疾病。另一个新冠重

症和死亡群体是仍未接种疫苗人群。
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人尚未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而在符合接
种疫苗条件的人群中，仍有半数左右
未接种第一针疫苗。

福奇11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重申，当前奥密克戎毒株蔓
延，“显然”有必要接种加强针。“你看
看未接种疫苗人群的住院和死亡人
数，并把这些数据与已接种疫苗及加
强针人群对比，差异非常明显。”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朝鲜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
提高疫情防控措施至最高级别

美国疾控中心：

美新冠住院和死亡人数将持续攀升

美疾控中心估算，至少58%美国人已感染过新冠。图为乘客佩戴口罩在美
国洛杉矶乘坐车辆。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电（记
者孙丁）美国总统拜登12日在白宫
网站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纪念
一个悲剧性里程碑：100万美国人死
于新冠。”

拜登说，逝去的每条生命都是
不可弥补的损失。拜登提出，要对
这场大流行继续保持警惕，尽所能
拯救生命。他表示，在未来几个月，

美国国会拨款资助新冠检测、疫苗、
治疗等资源至关重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和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的统计显
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已超
过100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12日9时20分，美国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82227408例，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达999009例。

截至目前，美国仍是累计新冠
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此前反思说，美国本应是
应对新冠大流行准备最充分的国
家，却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少
数几个国家之一。

拜登：“悲剧性里程碑”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达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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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市值5
月11日超过美国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高企
业。这是2018年5月21日在沙特阿拉伯拍摄的
沙特阿美塔努拉角炼油厂。 新华社/路透

沙特阿美市值超苹果

巴新副总理遭遇车祸死亡
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12日证实，巴新副总理

萨姆·巴西尔11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
英国《卫报》援引巴新警方消息报道，巴西尔

所乘汽车与另一辆汽车在莫罗贝省瓦乌-布洛洛
地区相撞。

现场图片显示，巴西尔乘坐的丰田牌运动型
多功能汽车受损严重。

警方将巴西尔与另外三名伤者送往附近医
院接受救治。当晚11时30分许，巴西尔在等待
被转运至首都莫尔兹比港接受进一步抢救过程
中死亡。

警方已对事故展开调查，希望目击者提供有
助于调查的支持。

《卫报》报道，巴西尔是巴新联合工党领导
人，本应率联合工党参加定于今年6月举行的议
会选举。 蒋国鹏（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