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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作家协会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30MJP268335C，声明作
废。
●海南祥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 李 美 圣（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3197508124810）于 2022
年4月遗失琼儋渔44234号渔船
的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
儋）船登（籍）〔2021〕HY-000001
号，声明作废。
● 李 美 圣（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3197508124810）于 2022
年4月遗失琼儋渔40257号渔船
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
号：（琼儋）船登（权）〔2021〕HY-
000001号，声明作废。
●三亚荔枝沟晓轩建材商行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202600209728，声明作废。
●李志华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联山村委会下山尾村的海南省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
乡字第〔2019〕0421号，声明作废。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公告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基本条件：
（一）应聘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含）以上，从事住宅物业
服务10年（含）以上；（二）在海南
地区具有承接建筑面积15万平
方米（含）以上住宅或别墅类项目
的案例。
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时间：自2022年5月17
日9:00起至5月23日17:00止；
（二）报名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琼山
大道1-2号信达海天下小区大会
所三楼业主委员会办公室。
报名联系电话：18876632110。
海口市信达海天下小区业主委员会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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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第225～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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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公告
海口美兰膳道客火锅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冯婷等9人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674～682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153～
161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儋州大成鑫辉煌电器商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馨月遗失准迁证，证号：琼
01198755，声明作废。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 2018
年8月不慎遗失儋州市思源实验
学校教师周转宿舍项目部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声明作废。
●海南联华展鸿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
●陈贵保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罗带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2〕第116519号，声明
作废。
●海南财达科技开发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车房天下房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勇等7人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863～867、898、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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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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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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雄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6MA5T1KNK2Q）遗 失
原公章、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少儿艺术团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30252201,
特此声明作废。
●符美德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车辆号牌：琼F06953
（黄色），证号：琼交运管儋州字
460400064068号，声明作废。
●临高县和舍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临高农商银行和舍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2853603，账
号：210812099003500000123，特
此声明作废。
●屯昌营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16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
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
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
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581480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7日

产权
申请人

上海凯兴
实业有限
公司

申请
依据

《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
（970094）

土地
坐落

海口市琼山
区博雅路 90
号椰景花园

分摊
土地面积

350.77m2

土地权
属证件

琼山国用（府城）
字第 01204 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

项目
名称
椰景
花园
6栋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环基
房地产开
发公司

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债务人

（魏祖友、张启芬）于2020年12月1日在我处申办了《小额贷款
合同》《小额贷款业务房地产抵押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
〔2020〕琼椰城证字第3567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魏祖
友、张启芬)应在2021年2月28日止向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
（3500000.00元），现截止2022年5月10日债务人（魏祖友、张
启芬）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海南中泰创
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
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
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2年5月13日

海口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

企业服务公告
企业服务平台

富力首府天盈广场，于2021年新交付写字楼。运营方联手海南
省投资商会，搭建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的企业投资孵化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为各类企业准备了53m2/73m2/212m2等不同办公
建筑面积，适合各类企业选择。同时，还为企业提供注册备案、法
律服务、产业运营、金融服务、政务咨询、税收优惠政策等诸多一
站式便捷服务内容，让中、小企业专心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实现为
企业发展赋能。此外，为给各上、下游企业提供展示交流平台，服
务平台还联动银企资源，举办多种类型交流活动。

海南富力首府天盈广场诚邀广大企业进驻。
◆服务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
◆咨询热线：18689577448。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6月1日上午10点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茅台十大人物（中国酒韵）、十大花鸟（中国酒

韵）、友谊使者、巴拿马国际金奖小黑坛纪念酒、羊年生肖纪念酒等贵

州茅台酒一批（清单备索，详情关注我司hngypm微信公众号）。

展示时间：2022年5月27日至5月31日；

展示地点：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6月1日上午9:30；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1日上午9:3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并携带相关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电

话：（0898）68539322。

珍藏白酒专场拍卖会
冠亚（第20220601期）

项目名称：3号门机防腐、钢结构、机房泡沫板更换、行走钢

板生锈补焊、行走台车架螺栓更换、平台、栏杆、变幅大拉杆脚踏

板更换、修理工程（材料由乙方负责）。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方需为国内注册独立企业法人，具备

资质证书单位。

报名时间：2022年5月17日至2022年5月30日（十个工作

日）

联系人：罗先生13976313010

招标人：海南新兴港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海南新兴港3号门机防腐工程
招标公告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5月20日

凌晨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5月17日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30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

海口市蓝天路西 12号的世纪生活港A1511 室（建筑面积
57.03m2，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9.52m2），参考价：人民币68.85万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

特别提示：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
关房产限购政策；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所发生的相关税、费按国家法
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 5月27日止。
竞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查阅资料，并于2022

年5月27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
咨询电话：13307599777

2022年5月17日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022-02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6月2日10:00至2022年6月3日10:00
（延时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store/s/FL4oZX）上
公开拍卖标的：1.原木、方木及半成品家具一批（阔变豆、缅甸花梨、
菠萝格等）；2.挖掘机及轮胎式装载机3台（品牌沃尔沃、龙工）；有意
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阿里拍卖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
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1）上述标的均以
交付时现状净价拍卖，拍卖人对标的物所作的描述文字等内容仅供
参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担保和承诺。竞买人必须现场看样自
行核实了解后再决定参与竞买，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成交款及佣金
不多退少补。（2）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日17:00
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3）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
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
→进入分项标的介绍。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517期）

国际观察

据美国媒体报道，调查人员正在审
查一份据称是布法罗超市枪手所写的

“宣言”。这份长达180页的所谓“宣
言”反复提及“大替代”这一极端主义论
调，声称美国精英利用移民等政策减少
白人数量。目前，美国官方尚未确认这

份文件是否出自枪手之手。
《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大替代”

是一种极右翼阴谋论，认为非白人人口
的增加将摧毁白人及西方文明。类似
论调曾在美引发多起暴力事件，包括
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

乱和2019年造成23人死亡的得克萨
斯州埃尔帕索市枪击事件。

分析人士指出，如今“大替代”论调
频现，离不开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客的推
波助澜。一些保守派电视主播时常在
节目上宣扬与“大替代”相似的观点；一

些政客也不时公开鼓吹“白人至上”等
极端论调以煽动保守派选民。这样做
的后果是，美国社会深陷极端思想引发
的暴力泥沼，并越陷越深。

（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 记者
孙丁）

枪患顽疾积重难返 极端思想成“助燃剂”

连日来，美国
发生多起严重枪
击事件。15 日，
加利福尼亚州奥
兰治县一座教堂
发生枪击事件，1
死 5伤；同日，得
克萨斯州休斯敦
市一处跳蚤市场
发生枪击事件，2
死3伤；14日，纽
约州布法罗市一
家超市内，一名白
人枪手实施针对
黑人的袭击，10
死3伤，受害者中
11 人是黑人；13
日，威斯康星州密
尔沃基市接连发
生3起枪击事件，
21人受伤……

美国枪击之
频繁、暴力程度之
严 峻 令 各 界 惊
愕。分析人士指
出，在社会撕裂加
剧、政客消极作为
等因素影响下，美
国枪支暴力痼疾
积重难返。近年
来愈演愈烈的种
族矛盾、甚嚣尘上
的极端主义思想，
更成为美国枪支
暴力乃至本土恐
怖主义行为的“助
燃剂”。

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
网站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
201起造成至少4人死伤的严重枪击
事件，近1.6万人在涉枪事件中丧生。
枪支暴力在美频发，与枪支易得密切相
关。如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说，布
法罗超市枪手使用的是一把合法购买
的AR-15——一种在美国常见的轻型

半自动步枪。
近年来，AR-15或其改装版本多次

出现在美国严重枪击事件中。虽然在美
国社会中不乏加强枪支监管的呼声，包
括提高购买AR-15等攻击性武器的年
龄门槛等，但由于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控
枪问题上矛盾尖锐，以及受到拥枪派“政
商复合体”掣肘，这些呼声难以落地。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披露，过去
数月内，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通过
多项与枪支有关的法案，但由于共和党
坚决反对，这些法案没有一项在参议院
获得支持。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些政客反对
控枪，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背后的拥枪
组织等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这其中就

包括美国最大的、有约500万会员的全
国步枪协会，该协会在2020年仅用于
联邦选举的支出就超过2900万美元。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创伤外
科医生、枪击事件幸存者约瑟夫·萨克
兰在社交媒体上质问，美国到底还要因
枪支暴力死伤多少人，国会才会去解决

“这一独特的美式危机”。

据警方通报，布法罗超市枪击事件
中，枪手是一名18岁男性，事发时穿戴
战术装备和头盔，并通过头盔上的摄像
头直播袭击过程，枪身上写有充满种族
歧视含义的文字。

这名枪手在接受调查时承认，选择
袭击这一超市，是因为该超市位于黑人
较多的社区。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
明中谴责这种“本土恐怖主义”行径，并

表示美国憎恶出于种族主义的仇恨犯
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
承认，一场“仇恨流行病”正在美国蔓
延，这已被暴力和偏执行径所证实。

近段时间，美国发生多起涉及种族
问题的暴力极端事件。得克萨斯州达
拉斯市一家由韩裔经营的美发店11日
遭枪手袭击，造成3名韩裔女性受伤。
当地警方说，这可能是一起仇恨犯罪，

而且可能与当地近期另外两起针对亚
裔商户的枪击事件有关。达拉斯市长
埃里克·约翰逊说，一想到这些枪击事
件可能受仇恨驱使，就让人感到恐惧和
不安。

美国仇恨犯罪数量近年来呈上升
态势。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去年发布的
数据，该联邦执法机构在2020年收到
超过 7700 份仇恨犯罪事件报告，创

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针对非洲
裔和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增长明显。
数据显示，针对非洲裔的仇恨犯罪半数
以上同种族歧视有关；亚裔则因为在新
冠疫情暴发后遭到抹黑，愈加成为仇恨
犯罪的受害者。

美联社曾评论说，种族主义和影响
有色人种的各种形式的创伤叠加在一
起，成为美国面临的一场严重公共危机。

仇恨犯罪激增

枪支暴力难除

极端思想蔓延

瑞士公投支持
默认同意捐献器官

瑞士15日就器官捐献等事项举行全民公
投，结果逾六成投票者支持修改立法，即默认所
有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除非生前明确表示不愿
捐献。

按照瑞士现行法律，实施器官捐献的前提是
逝者生前明确表示同意捐献器官。将法律修改为
默认同意捐献器官后，据信可以帮助更多需要接
受器官移植的患者。

据法新社报道，法律修改后，如果逝者生前没
有说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而亲属知道或猜测逝
者不愿捐献，可代逝者做出拒绝捐献的决定。医
务人员不会在联系不到逝者亲属情况下摘除逝者
器官。

另外，捐献器官法律只适用于16岁以上人
群。只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去世的人可捐献器
官，且必须由两名医生确认捐献者已死亡。

瑞士也有不少人反对这一修改，认为默认同
意捐献器官可能违反伦理或增加亲属心理负担，
因为提出异议的亲属或被指责为“自私”。

法新社援引瑞士一家器官捐献促进机构的数
据报道，瑞士去年有166人去世后捐出器官，484
个器官被移植；截至去年年底，瑞士仍有1400多
名患者在等待适合的器官，而当年有72人在等待
中去世。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最完整恐爪龙骨骼化石
拍卖成交价逾1200万美元

一具完整的恐爪龙骨骼化石日前以逾
1200万美元拍卖成交，远超预估。电影《侏罗
纪公园》里“戏份”颇多的一种恐龙正是以恐爪
龙为原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日报道，这具化石
名为“赫克托”（Hector），为1.15亿到1.08亿年前
白垩纪初期一头恐爪龙的骨骼，2013年出土于美
国蒙大拿州。迄今为止只出土过三具较完整的恐
爪龙骨骼化石，赫克托是其中最完整一具，之前一
直为私人所有。恐爪龙因爪子如镰刀般锋利，可
迅速杀死猎物得名。

拍卖方佳士得拍卖行为这具化石估价400万
到600万美元，在11日举行的拍卖会上最终以
1240万美元成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近几十年，恐龙
化石，尤其是在电影中出现过的“明星”恐龙的化
石屡屡卖出高价。

一头霸王龙的骨骼化石2020年以3180万美
元成交，创恐龙骨骼化石拍卖最高纪录。世界现
存最大一具三角龙的骨骼化石去年以770万美元
拍卖成交。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人们在纽约州布法罗发生枪击案的超市外拥抱。 新华社/路透5月15日，人们手持玫瑰走向纽约州超市枪击案现场，悼念遇难者。 新华社/美联

13日，威斯康星州发生3起枪击事件21人受伤；14日，纽约州一超市
发生枪击事件10死3伤；15日，加州、得州发生枪击事件3死8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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