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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关红城湖院区临街铺面

公开招租
铺址：海口市红城湖路221号，详见
http://haikou.customs.gov.cn，
联系人：苏女士13876389952

遗失声明
海南宝成典当行、海南东方企业管

理研究所、海南翰华教育旅行社、

海南建筑器材新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海南江南石化产品联营开发公

司、海南陵力消防工程联合公司、

海南陵力消防工程联合公司儋州

分公司、海南路桥工程物资有限公

司、海南侨辉针织业有限公司、海

南清华紫光制药厂、海南万里香稻

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舜达贸易有限

公司、三亚艺鹏对虾良种选育有限

公司，上述单位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均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上述各单位

清算组）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与保港组团跨
宁远河连通通道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详见
http://hnsthb.hainan.gov.cn:8
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
x.jsp，鄢工：0898-88225370。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 告
海南创优世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梁潘、王崇旺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
〔2021〕第113、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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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社保大楼三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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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通知
陆 洪 兵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919****055878） ，请 于
2022年7月12日前来公司签到，
逾期未签到，公司将停缴四险一金
和停发生活费。特此通知。

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708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7月23日10
时至2022年7月24日10：00（延
时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
7656fhh.store/s/FL4oZX）上 公
开拍卖：理查德轩尼诗、XO洋酒、
贵州大曲等品牌酒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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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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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海南创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符方宏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248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联系电话：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8月26日下午两点三十

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7月7日

公 告
海南苏鑫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受理你公司职工张应林的因

工伤残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现已作

出因工伤残劳动能力初次（复查）

鉴定结论书（文劳鉴〔2022年〕1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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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市政府西副楼

5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12

室，联系电话：0898-63330471）

领取鉴定结论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2年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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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号
邓家国现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补
证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凤翔街道办那央村委会梧大村
197-1号，四至为：东至巷道、南至
巷道、西至空地、北至巷道；土地面
积为38.49平方米。经调查，该申请
人持有的海口市集用〔2012〕第
00758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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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俪馨65809392

减资公告
洋浦建松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圆整减少至人民
币30万圆整，债权债务不变。
特此公告。

洋浦建松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7月7日

减资公告
海南明强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3000万圆整减少至人民
币30万圆整，债权债务不变。
特此公告。

海南明强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7月7日

减资公告
洋浦华松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圆整减少至人民
币30万圆整，债权债务不变。
特此公告。

洋浦华松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7月7日

减资公告
海南七洲海洋休闲渔业有限公司
原注册资本伍仟陆佰伍拾陆万元
人民币减资至壹仟万元人民币，其
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屯昌协和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69022095493150M）拟向
屯昌民政审批机关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医院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万宁东山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公章、法人私章、预
留印鉴卡、工会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9265301，声明
作废。
●澄迈金江新恒利手机专营店（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7MA5RDRNM19）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师雄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提蒙乡老长村委会坡田上组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 编 号:
469028200204100004J，特此声
明。
●符文新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提蒙乡老长村委会丰外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 权 证 ， 编 号:
469028200204020001J，特此声
明。
●陈光义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提蒙乡老长村委会长坡村组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 编 号:
469028200204150005J，特此声
明。
●琼海市潭门镇人民政府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1582201，声明作废。
●卢连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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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02号，声明
作废。
●海南上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因不慎损坏，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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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通知
高垒、陈金侠：海南浩通建筑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因为
2022年 5月 31日需要缴纳2021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2022年 6月
30日公司需要及时偿还设备按揭
款，作为股东本人已于2022年 5
月31日往公司账户汇款20万元，
2022年6月30日汇款20万元，两
次汇款合计 40 万元。截止到
2022年7月7日，高垒、陈金侠二
位股东均未按照对等的费用汇款，
均未履约尽责，望两位股东做到应
尽的义务，把对等的费用转入公司
账户，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
海南浩通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李猛餐 2022年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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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信鸿泰（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YAW14）公章
日久破损，声明作废。
●张银遗失海口绿地五源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化城收
据，收据编号：0314544，金额：
493673元，特此声明。
●海南亿车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儋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A919NBXF）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浦丰海运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462000100904，声明作废。
●海南惠智智能船舶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颁发的安全管理证书，编号：
09A123013，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味极早餐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010357，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三亚市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20090135368X6）原公
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公司营业一部（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786628165M）原 公 章
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海南奥秘优化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周武、周妚七、周宗寿、周宗禄、
周宗雄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新琼村委会南排经济
合作社土地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01951号，声明作废。

新华社伦敦7月7日电 （记者
杜鹃 许凤）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7日在伦敦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讲
话说，他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
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保守
党党首选举的具体时间表将于下周
公布。

近两日来，因对约翰逊的领导失
去信心，包括卫生大臣、财政大臣、北
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尔士事务大臣在
内的50多名英国官员相继辞职。英
国内政大臣、交通大臣、国际贸易大
臣和商务、能源和产业战略大臣在内
的政府要员也呼吁约翰逊去职。

数月来，约翰逊因“聚会门”丑闻

遭遇反对党和保守党内部的辞职压
力。6月初，约翰逊在英国议会下院
保守党议员对他进行的不信任投票
中过关，得以留任保守党党首和英国
首相。不过，超过40%的保守党议
员在表决中投下不信任票。

此外，由约翰逊任命的保守党
副党鞭平彻因被曝光行为不端于6
月底辞职。平彻后续被曝出更多不
端行为，引发舆论对约翰逊是否明
知其品行仍委以重任的质疑。7月
5日下午，约翰逊为任命平彻为副
党鞭而道歉。

据悉，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定于
今年夏季举行。

约翰逊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

➡ 7月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伦敦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讲话
说，他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 新华社发

7月7日，在西班牙潘普洛纳，人们参加奔
牛节。

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6日正午在市政厅
阳台上点燃鞭炮，宣告圣费尔明奔牛节开幕。这
届奔牛节7日开始，为期9天。人们不仅可以体
验在街上被公牛追赶的刺激，还能观赏斗牛表演，
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新华社/法新

西班牙奔牛节
因疫情中断两年后回归

以色列开发出
加速修复受损神经的新材料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7日电 （记者王卓
伦 吕迎旭）以色列理工学院日前宣布开发出一种
材料，可通电加速修复受损神经。相关研究已发
表在英国《自然·材料学》杂志上。

受损神经再生速度一般较慢。研究说，这种
超薄材料可在伤口打开状态下包裹在受损神经周
围。伤口闭合后，材料依然可刺激皮下受损的神
经组织推进光电转化，以电流刺激加速神经修
复。研究人员在大鼠身上对该材料进行了测试，
结果发现其受损神经修复速度加快了33%。

研究说，经过进一步研发，这种超薄材料既可
用于修复受损神经，也有望在临时心脏起搏中起
到刺激心脏及激活周围神经系统的作用。

伊朗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
逮捕一些外国人

新华社德黑兰7月7日电（记者高文成）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日晚报道，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逮捕了一些外国人员，其中包括驻伊
外交人员，理由是这些人员在禁区内采集土壤样
本而被认定从事“间谍活动”。

报道说，被捕人员在伊朗不同地区对禁区内
的土壤进行取样。其中一人为英国驻伊朗副大
使，他与家人以游客身份前往位于伊朗中部地区
的沙漠，被发现在该地区采集土壤样本。

英国外交部否认了这名外交官被捕的消息，路
透社援引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表示，“有关一名英
国外交官在伊朗被逮捕的报道是完全错误的”。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还逮捕了以进行科学
交流名义访伊的波兰研究人员马切伊·瓦尔恰克，
他在克尔曼省采集了土壤、水、岩石等样本，当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附近进行导弹试验。此
外，奥地利驻伊朗大使馆一名文化顾问的配偶也
因在禁区内采集土壤样本而被捕。

约翰逊表示，选举新党首的程
序应立即启动，时间表将于下周宣
布。他已于7日任命一个新内阁，
他和新内阁将履行职务直至新领导
人就位。

目前尚不清楚保守党新党首多
长时间才能产生。英媒称，这一过

程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约翰逊
的前任特雷莎·梅于2019年5月24
日宣布辞职意向，6月 7日正式辞
去保守党党首职务。约翰逊于同
年7月23日当选保守党党首，24日
就任英国首相。整个过程持续了两
个月。

关于约翰逊的接班人，英媒列
举的人选包括苏纳克、扎哈维、贾维
德和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国
防大臣本·华莱士、前外交大臣杰里
米·亨特等。英媒称，目前还看不出
这些人中谁具有明显优势。

分析人士认为，参照上次保守

党党首换人的过程，新首相的产生
有可能会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时
间。上述人选在这段时间内的表
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笑到
最后。

（新华社伦敦7月7日电 记者
杜鹃 许凤）

约翰逊陷入孤立辞职

谁能接班尚难预料
陷入孤立

约翰逊在宣布辞职时表示，议会
里的保守党议员显然希望有一位新
党首也是新首相。此话道出了他在
此时所处的孤立境地。

导致约翰逊辞职的直接原因是
5日以来大批政府官员辞职，而引发
此次离职潮的，是卫生大臣赛义德·
贾维德和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他
们在辞职信中指责约翰逊不称职，称
对其失去信心。

英国媒体指出，财政大臣和卫生
大臣辞职对约翰逊政府“造成重创”，
因为这两个职位负责处理当前英国
国内最要紧的事务，即生活成本上涨
和新冠疫情。

为迅速“止损”，约翰逊5日晚些
时候任命教育大臣纳齐姆·扎哈维接
任财政大臣、内阁办公厅大臣史蒂
夫·巴克利接任卫生大臣。

但这一改组未能阻止政府内

部的离心倾向，大批政府官员在
贾维德和苏纳克之后接连辞职。
英国内政大臣、交通大臣、国际贸
易大臣和商务、能源和产业战略
大臣等政府要员也纷纷呼吁约翰
逊辞职。

虽然约翰逊6日曾表示不会辞
职，但英媒指出，即便他坚持不辞
职，政府也无法有效运转。此外，
约翰逊曾于6月上旬在议会下院保

守党议员的一次不信任投票中勉
强过关，并根据党内规则可在一年
内免于不信任投票，但一些保守党
议员近来积极推动修改党内规则
以便再次对约翰逊发起不信任投
票。英媒指出，如果再次接受不信
任投票，约翰逊“过关”的可能性不
大。舆论认为，约翰逊在政府和保
守党内完全陷入孤立，因此最终不
得不选择下台。

三重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约翰逊走到今天
的孤立境地，是“聚会门”丑闻、保守
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
机叠加的结果。

首相府和其他政府部门曾在疫
情期间违反防疫规定聚会，约翰逊连
续数月因这一丑闻面临来自反对党
和保守党内部的辞职压力。5月中

旬，伦敦警察局宣布结束有关“聚会
门”事件的调查，并开出共计126张
罚单，涉及83人，其中就包括约翰
逊及妻子卡丽。约翰逊由此成为英
国历史上首位在职期间违反法律的
首相。

就在“聚会门”丑闻的影响持续
之时，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又接连在

5月地方选举和6月议会下院补选中
遭遇失败，要求约翰逊下台的呼声进
一步高涨。

6月底，约翰逊任命的高官克
里斯托弗·平彻因被曝光行为不端
辞职。平彻后续被曝出更多不端
行为，引发舆论对约翰逊是否明知
其品行仍委以重任的质疑。7月5

日下午，约翰逊为任人不当而道
歉，但这未能平息要求他下台的新
一波声浪。

此外，英国近来通胀率高企，
民众普遍对约翰逊政府应对物价
上涨不力不满。这也被认为是保
守党人不愿再接受约翰逊领导的
原因之一。

谁能接班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7日在伦敦唐宁街
10号门前发表讲话说，
他辞去执政党保守党党
首和首相职务，但将留任
至新领导人产生。此前，
自5日以来，已有包括多
名大臣在内的数十名英
国政府官员接连请辞。

分析人士指出，一段
时间以来，约翰逊接连遭
遇“聚会门”丑闻、执政党
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
不当风波三重危机，导致
保守党内要求其下台的
呼声高涨。大批政府官
员的请辞让约翰逊陷入
孤立，政府难以为继，只
能选择辞职。保守党随
后将展开新党首争夺战，
目前还看不出谁更有可
能接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