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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拓新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7H963

XXB；公章、（童汝彬）法人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海口市苍西小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460103428240259G）原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委会坡塘

村一组村民黄基义（身份证号码：

460026195306272431）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证编码：469022101208080018J，

现声明作废。

●海南行一律师事务所朱毅律师

于2022年6月6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4601201710953852，流水

号：11008971，现声明作废。

●黄秀业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469034201002226号，声明作废。

●黄金兰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新村

镇解放路一巷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21〕陵水县不动产权第

0010120号，声明作废。

● 郑 玉 川 遗 失 警 官 证 ，证 号

004288，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河镇中方村卫生室遗失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

PDY93358-146900717D6001，声

明作废。

●Wulizhi/Yping不慎遗失万悦

城商务楼团购信息服务费收据一

张 ，票 号 ：24348557，金 额 ：

50000.00元（转账），声明作废。

●海口市徒步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0100MJP188298A，声

明作废。

●海口市第十八小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460102428239119H）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江苏亿诚（海口）律师事务所胡

岚律师，于2022年5月24日遗失

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

业证，执业证号：14601200210

301019，流水号：11251211，声明

作废。

●儋州市人民医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460000428623196M）不

慎遗失放射诊疗许可证一本，放射

诊疗许可证编号为：卫放证字

（20147）第002号，声明作废。

●雷羽轩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

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收据一张，金

额 ：72500 元 ，收 据 编 号 ：

0322759，开具时间：2018年10月

27日，特此声明。

●郑珍珍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注册证书编号：02349769，声

明作废。

●雷大燕遗失海南成美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的颐养公社·阳光城11

栋 3 单元 1305 房的购房收据一

张，收据编号：NO 0078119，金额

1283260元，开具时间：2021年12

月3日，声明作废。

●吉开贵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万冲镇排慎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

小组，证号：琼〔2021〕乐东县不动

产权第0014163号，现声明作废。

●三亚粤菱电梯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华致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琼

D5991挂牌道路运输证副本，证

号：469026060761，声明作废。

●王燕妮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一本，证号：201746001160，声明

作废。

●王茀锐不慎遗失文昌文城镇文

南里土地规划及房屋建设报建办

理委托书原件，声明作废。

●李树涛位于万宁市万城镇大芒

村委会6队的海南省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2021〕

0507号，声明作废。

●洋浦贡德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琼E10523车的道路运输证

一本，证号：462000062375，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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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号

李博成、王梅英现向我局申请土地

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滨江街道东门社区琼州

大道43-1、43-2，面积为228.59

平方米。经调查，该申请人持有的

土地证，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15〕

第00634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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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6月14

日上午10点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

“净价”公开拍卖琼AKC100、琼

AHV979两辆奥迪牌旧机动车，

保证金 1 万元/辆。现场展示时

间：2022年6月9～10日。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2年6月13日17：00

前凭身份证件、海南省小客车指标

证明与我司联系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1号景瑞大厦A座 21层，电话：

0898-31302088、15008983855。

土地转让
现有文昌80余亩优质零售商服用
地诚意转让，地块干净、已经报建、
手续齐全，有意者请联系蒋先生：
18605598870。

注销公告
海南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会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研

究会办理相关事宜。

● 吴 大 东（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9197209124611）遗失琼儋

渔12066号渔船的渔业船舶国籍

证书，编号：（琼儋）船登（籍）〔2019〕

HY-000216号，声明作废。

● 吴 大 东（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9197209124611）遗失琼儋

渔12066号渔船的渔业船舶所有

权登记证书，编号：（琼儋）船登

（权）〔2019〕HY-000216号，声明

作废。

●符成养遗失渔业船务船员证书

（ 三 级 船 长 ） ，编 号 ：

460028197110211X95，声明作废。

●黄芬兰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书编号：02062198，注册编

号：琼246171802095，声明作废。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章破损无法使用，现声明作废。

●潘炜不慎遗失姐姐潘海琴骨灰

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长寿

宫6架1行12号，现特此声明。

●海南正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东方吉顺建筑废料回收处置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DP5K7W）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河镇中方村卫生室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07MJY456965F，法定代

表人：符进朝，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拍卖公告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你

方”）：根据〔2020〕琼 9024 民初

2147 号、〔2021〕琼 97 民终 2478

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你方应向

本单位支付欠付工程款、资金占用

利息、质保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合计6433287.44元（暂计至2020

年 9月 15日），该案执行案号为

〔2022〕琼9024执343号。现本单

位特通知你方，本单位已将对你方

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中交华南

建设（深圳）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之

后你方应当向债权受让方中交华

南建设（深圳）有限公司支付上述

款项及后续应付款项。特此通知！

通知人：深圳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2022年6月2日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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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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张造春持有的《宅基地
使用证》 [证号：东建证字219号]
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
八所镇党校后，土地面积为120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
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吴清
文，南至小巷，西至陶天荣，北至道
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
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自
然资源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
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
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9日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1.项目名称：文昌海关1号宿舍楼

防水改造项目。2.采购内容：对楼

体进行防水改造，详见：海口海关门

户网站 http://haikou.customs.

gov.cn。3. 联系人：文女士0898-

68516845。4.报名时间：2022年6

月7日～6月13日。

公 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维也纳6月6日电 6月6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理事会会
议。会议通过议程，第三次决定以正
式议题形式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
题。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
在通过上述议程后就此接受中外记者
采访。

王群说，在中方主张下，此次理事会
又一次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设置单独正
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所
涉核材料转让及其保障监督等影响《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各方面的问题”。这
是机构继去年11月和今年3月理事会会
议以来，第三次通过了这一议题。这充

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三国核潜艇合作
所涉核武器材料转让问题的关切。

王群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所
涉核材料转让问题，一是事关重大，二
是隐瞒不了，美、英、澳三国必须予以
正视，掩耳盗铃解决不了问题。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也已提醒并督促三

国所需履行的防扩散法律义务。三国
核潜艇合作所涉核武器材料不能游离
在国际防扩散体系之外。美、英、澳三
国必须认真听取国际社会和机构的正
义呼声，切实履行法律义务，立即向机
构全面申报上述核武器材料转让的各
相关情况。

王群最后表示，希望机构理事会
通过本次专题讨论，继续聚焦三国核
潜艇合作所涉核武器材料转让的问题
本质，弄清事实真相，探寻解决方案，
以实际行动共同捍卫《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代表：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所涉核武器材料
不能游离在国际防扩散体系之外

这是5月25日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在伦敦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资
料照片。

英国保守党定于当地时间6月6
日晚些时候对深陷“聚会门”旋涡的
党首、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进行
信任表决。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
员团体“1922 委员会”主席格雷厄
姆·布雷迪6日宣布，下院15%以上
保守党籍议员支持的信任表决门槛
已经达到，表决将在当地时间6日18
时至 20时（北京时间 7日 1时至 3
时）举行。 新华社/美联

英国首相约翰逊
面临党内信任表决

6月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在伦敦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民众
挥手。

英国2日至5日举行阅兵式、教
堂感恩仪式、大型音乐会、花车游行
等一系列活动，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登基70周年。 新华社/法新

英国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

4日深夜至5日凌晨，美国至少3
地发生群体死伤枪击事件，9人死亡，
大约30人受伤。尚无嫌疑人落网。

4日午夜前，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一处酒吧和餐厅密集的商业区枪声
大作。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多人已经
中弹倒地，并看见一名男子向人群开
枪射击。监控录像显示，人们在街头
四散奔逃。

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这起枪击
中死亡，11人受伤。警方认为，两名
男子发生冲突并拔枪互射，其中一人
中弹身亡，另一人继续向人群射击。

一名警察向枪手开枪，后者逃
走。警方认为枪手被击中受伤。

警方在现场发现两支手枪，其中
一支配有加长弹匣。不过，依据证
据，警方判断，两名枪手总计使用了5
支枪。

4日午夜过后，田纳西州查塔努
加市一家夜店附近传出枪声。两人
中弹死亡，14人中弹受伤。4人逃离
枪击现场时被汽车撞伤，其中一人伤
重死亡。

警方说，这起枪击案有多名枪
手。

5日凌晨大约2时30分，密歇根
州萨吉诺警方接到枪击案报警电话。
警方在现场宣布两名男子中弹后已当

场死亡，一名女子送医后不治身亡。
另有两名男子受伤，在医院治疗。

这3起枪击事件目前尚无嫌疑
人被逮捕。

法新社说，这类枪支暴力在美国
可谓司空见惯，只是上月多起更为严
重的枪击事件后，让人心有余悸。5
月14日，一名白人枪手在纽约州布
法罗市一家超市内外开枪，造成10
人死亡、3人受伤；24日，得克萨斯州
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发生10年来最

严重校园枪击，19名学生和两名教师
遇难。另外，本月1日，一名男子在
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一家医院内
开枪，4人遇害。

费城枪击事件后，市长吉姆·肯
尼说，“恐怖、无耻的枪支暴力再一次
公然发生”，“生命无意义地逝去”。
美国枪支暴力“不仅让我们心碎，更
让我们愤怒”。市民乔·史密斯说，枪
声刚一想起，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近
来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
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超过240起造
成4人以上死伤的群体伤亡枪击事
件，超过1.8万人在过去5个多月里
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根据本月5日发布的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和舆观民意调查公司
共同所作民调结果，62%的调查对象
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半自动步枪，
81%的人支持对所有购枪者作背景
调查。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尼日利亚西南部翁多州奥沃镇
一座教堂 5 日上午遭武装人员袭
击。袭击者向人群开枪并引爆爆炸
装置。据当地媒体报道，至少50人
死亡。

翁多州警方发言人伊布昆·奥敦
拉米说，武装人员在教堂内外开枪，
并引爆爆炸装置。袭击导致“很多
人”伤亡，不过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死
亡人数。警方已展开调查。

翁多州州长办公室一名发言人

同样表示，暂无法提供人员伤亡信
息。

路透社以奥沃镇一名医生为消
息源报道，袭击发生后，至少50具死
者遗体被送到奥沃镇的两家医院。
另外，医院急需民众献血救治伤员。

尚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发动这次
袭击。总统穆罕马杜·布哈里谴责这
一“令人发指的杀戮”。他在一份声
明中说：“无论如何，尼日利亚绝不会
屈服于恶人与凶徒，黑暗绝不会战胜

光明。”
翁多州州长罗蒂米·阿克雷多卢

说，这是一起“卑鄙邪恶的袭击”，州
政府已向安全部门通报袭击事件，要
求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前往事发地区
恢复社会秩序并追捕袭击者。

尼日利亚安全部门暂没有回应
媒体记者有关袭击如何发生及是否
有嫌疑人线索等问题。

在翁多州，暴力袭击并不多见。
按美联社说法，虽然尼日利亚多地存

在安全问题，但翁多州被认为是安全
形势最好的州之一。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长期暴力袭击导致大量
居民流离失所；在西北部地区，一些
武装团伙频频发动袭击并实施绑架
以勒索赎金。据观察人士分析，“博
科圣地”长期在尼日利亚制造绑架学
生事件，这一犯罪手法被其他犯罪团
伙效仿。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尼日利亚一教堂遇袭 至少50人死亡

一夜之间 美国3起枪击致9死约30伤

6月5日，警察在美国费城的枪击事件现场工作。当晚一名枪手在市中心向人群开枪射击，造成人员伤亡。新华社/美联

日本研究发现小行星
样本中存在多种氨基酸

据新华社东京6月6日电 据日本媒体6日
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隼鸟2号”
小行星探测器带回的岩石样本中，发现了20多
种氨基酸。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
究开发机构等团队分析了2020年底该机构的“隼
鸟2号”探测器从小行星“龙宫”带回的岩石样本，发
现其中存在超过20种氨基酸。横滨国立大学名誉
教授小林宪正认为，这些氨基酸可能与地球的生命
诞生有关。这显示氨基酸在宇宙中并不特殊。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物质，某些氨基酸与
生命的形成关系密切。有一种学说认为，在地球
形成初期也存在氨基酸，但由于地球温度变高而
消失，之后陨石再次将氨基酸带到了地球上。

美国完成首例自体细胞
3D打印耳朵移植手术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5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再生医学公司3DBio Therapeutics日前宣
布，首次成功将一个由病人自体细胞制成的3D
打印耳朵移植到患先天小耳畸形的患者身上。

据该公司介绍，接受该项移植手术的是一名
患小耳畸形的20岁墨西哥女性。医学团队于3
月为该患者进行了由其自体细胞制成的右外耳移
植手术。医学团队先对患者正常的左耳进行3D
扫描，以匹配两侧耳朵形状，再对从患者现有耳朵
中提取的耳廓软骨细胞进行培养，并用3D生物
打印技术打印出用于移植的耳朵。

外媒警告全球“缺土”
美国媒体在5日世界环境日警告，全球土壤

短缺正在危及食品、药品和气候。
报道援引《失去土壤的世界》一书作者、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乔·汉德尔斯曼的话说：
“有些地方已经失去全部表层土壤。”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预测，到2050年，
土壤退化可能在全球共计造成价值23万亿美元
的食品、生态系统服务和收入损失。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上月召开的会议说，全球所有未被冰层覆盖的
土地中，多至40%的土壤已退化，可能影响大约
32亿人口的福祉。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6月5日，消防员到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地区
集装箱堆场火灾现场。

孟加拉国官员5日说，吉大港地区的集装箱
堆场4日晚发生火灾，至少45人死亡，另有153
人受伤住院治疗。 新华社/法新

孟加拉国吉大港地区
集装箱堆场发生火灾

至少45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