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美两国18日签署协议，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同意其主导在建的
月球轨道空间站“门户”给日本宇航
员一个驻站名额，换取日方对空间站
提供后勤支持。不过，入驻的日本宇
航员不会登月。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永冈桂子与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当天经
由线上会议签署这份协议。永冈说，
她希望日美两国在探月项目上加强
联系。纳尔逊表示，日方是一个“重
要合作伙伴”。

据共同社报道，根据协议，日本宇
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将为“门户”空间
站的“居住与后勤前哨舱”提供电池等
设备支持，并用日方无人飞船为空间站
运输补给；一名日本宇航员将入驻“门
户”空间站，但不会参加登陆月球任务。

“门户”空间站是美国航天局“阿
耳忒弥斯”探月计划内容之一，由多
国合作，以帮助美国再次实现载人登
月。美方原定2024年登月，计划一
再推迟，如今预期最早2025年。

永冈当天还说，日本将继续参与

国际空间站项目直至2030年。日本
宇航员若田光一自10月以来一直在
国际空间站工作。

国际空间站也是国际合作项目，
始建于1998年，最初设计服役期限到
2015年，后续两次延长，目前延至
2024年。美国去年12月表示要将服
役期延长至2030年，并敦促日本、加
拿大和欧洲国家等合作方继续参与项
目合作。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是第一
个追随美国宣布延长合作的合作方。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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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和三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刘氏民间文化研究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235679923709）遗失财务

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万宁大茂三路餐饮大排档（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6MA5RNNR784）不 慎

遗失税务 UKey 盘一个，编号：

517006438371，声明作废。

●海南源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李景春）法人私章，声明

作废。

●海口秀英碧水云水吧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50005735，声明

作废。

●许环定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一本，证号：469006100173，声

明作废。

●陵水鑫恒绿种养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昌和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解放路20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0813

号，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南蓝图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

A5TP3832T）清算原因：注销。现

申请注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清

算组由：周郑华，曾晓春，谢晓飞，

蔡笃铁，杨带儿，祁泽鹏，梁其龙组

成，清算期间：2022年10月28日

至2022年12月11日，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周郑华，电

话：18976418376，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金盘路26号胜似闲庭2楼，邮

箱 dengpidong@163.com。

清算公告
海南百树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举办者拟由李牧鸿、于利、张

梦瑶变更为张梦瑶、海口麦子语言

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海南自贸

区悦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长拟由薛惠文变更为张梦瑶，现

进行清算。联系方式：程禄南

0898-66860509，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滨海街道海棠路3号恒大海

口湾二期南区商业街2层C01—

C02，邮箱：624812009@qq.com。

清算起止时间：2022 年 10 月 27

日～2022年12月12日。清算组

成员：张梦瑶、宋瑶瑶、李牧鸿、朱

文博、程禄南、闫冰、黎铮铙。

关于三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三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

0200201343544P）拟 定 于 2022

年12月9日上午10点在三亚市天

涯区羊新路432号二楼办公室召

开股东会，审议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及据此修改公司章程的事宜，请各

位股东准时参会。特此通知。

三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公告
海南智适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俊妃、陈妙萍、
吴美萱、蔡亚姨、苏大祥、彭光琴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 683～688 号），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
〔2022〕第 802～807 号仲裁裁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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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95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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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9日

声明
近期，我单位发现有社会人员以代

为办理公租房的名义收取高额代

办费，并以“海口市琼山区住房保

障中心”的名义分配“红城湖路延

长线海商花苑C区项目”的住房。

我单位现声明：琼山区公租房的申

请统一在海口市椰海大道2-1号

琼山区政务服务大厅受理，市民申

请公租房不收取任何费用；我单位

从未刻制“海口市琼山区保障性住

房分配专用章”，也从未将上述项

目的房屋作为公租房分配。望广大

市民朋友避免上当受骗，如果已经

被骗交钱，可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公租房咨询电话：65887970。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保障中心

2022年11月17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张微微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字第3588号］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八所镇东海路西侧，土地
面积为666.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
至为：东至孙顺明，南至杨先早，西
至糖烟酒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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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减资公告
海南五指山孝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编码技术与应用协会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本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保亭保城川味香饭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90291616117，声明作废。

●吉祥芳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老官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2〕第119775号，声明

作废。

●羊天山不慎遗失海洋渔业普通

船 员 证 书 ， 证 号 ：

460003198307022652，现声明作

废。

●赵应黔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东方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本与收款证明收据一张原件，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6栋301

房，合同编号：DFL000024502；收

据 编 号 ：DF0004195，金 额 ：

361973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吴学飞、龙金遗失坐落于白沙县

牙叉石油路石油公司207号的不

动产权证，证号：白房权证〔2010〕

字第6162号，现特此声明。

●文昌龙楼联谊正宗鸡饭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24690051159387，

声明作废。

●文昌龙楼阿唛五香羊肉馆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24690051188147，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清算公告
海口麦子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举办者拟由朱文博、贺勇、管
群、徐永涛、王淑艳变更为朱文博、
王淑艳、海南三业合盛投资有限公
司，现进行清算。联系方式：程禄南
0898-66860509，地址：海口市龙华
区华庭路26号四季华庭阳光华府
2A201房，邮箱：624812009@qq.
com。清算起止时间：2022年10月
27日～2022年 12月 12日。清算
组成员：朱文博、王淑艳、徐永涛、
程禄南、闫冰、黎铮铙、李亚琼。

高尔夫球场器材出售公告
就高尔夫实训器材项目进行竞争
性磋商，欢迎符合本次竞争性磋商
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就“高尔夫实训
器材”中所需货物和相关服务前来
投标。招标范围：高尔夫实训器材
其他体育设备，投标文件递交截止
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2
月8日（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投标
文件递交地址：海南垦旅康养旅居
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联系方
式：莫先生18608927537。
海南垦旅康养旅居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9日

十月田场橡胶销售公告
我司现公开销售677.77亩橡胶树。
标的位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海钢
十月田胶场。竞标资质：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有
木材采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项目。
联系方式：麦先生13976711153。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3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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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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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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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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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整层出售
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整层商业
楼，建筑面积880m2（现租给银行）
低价出售，请联系：18789611681。

出 售

转 让

房产转让
我公司拟转让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光

明路金海湾花园内阳光A座802

房、阳光B座701房、阳光B座601

房三套房产，电话：13976086055。

海南华琨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2022年 10月28日，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位于
临高县新盈镇文佛石场存在多处砂土堆（堆放区一、经纬
度 ：19.886005° N，109.576736° E。堆 放 区 二 、经 纬 度 ：
19.19870833° N，109.572220° E。堆 放 区 三 、经 纬 度 ：
19.876475°N，109.569107°E。堆放区四、经纬度：19.879100°
N，109.579990°E。）。经调查认定，此四处砂土堆涉嫌非法占地、
矿产资源原料来源不明。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并依法作出处理，请砂土堆所有者在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主张权利进行陈述申
辩上述违法行为。逾期未主张权利的，我局将认定为无主矿产资源
砂土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没收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圣伟 0898-31176522
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1月18日

关于认领无主砂土堆的公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拟建立采购代理合作单位库，现就采购代理

合作单位进行公开比选，诚邀国内符合本次比选要求的代理机构参
与比选。

一、项目概况
服务需求：负责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服务期内委托的有关工

程、货物、服务等项目的采购代理工作，采购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
购、公开比选等。

二、资格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法人；
（二）在海口市有固定办公场所；
（三）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及海南省政府采购网完成政府采购代

理机构网上登记并且在海南省建筑市场信息公开平台完成诚信档
案手册备案；

（六）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
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三、获取比选文件
报名方式：邮件报名，符合条件的代理机构将营业执照副本、法

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扫描成PDF文件发送至
邮箱（hnrbdlk@126.com）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2日18：00。
比选文件发送：报名截止后两个工作日内，比选文件电子版将

以邮件方式发送至报名单位报名所用邮箱。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孔女士 电话：0898-6681030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采购代理合作单位建库项目比选公告

世卫：

全球约35亿人有口腔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17日发布报告说，全球约35

亿人、即总人口的近一半有口腔疾病，而许多口腔
疾病可以预防。

世卫组织说，作为该组织系列数据报告的一
部分，这份《全球口腔健康状况报告》首次全面描述
了全球人口在口腔健康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报告说，口腔疾病是最常见的非传染性疾病，
影响全球35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45%。
这一数量比五种最主要非传染性疾病病例总数还
要多约10亿。

这五种主要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精神障碍、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癌症。

报告说，最常见的口腔疾病是蛀牙、严重牙龈
疾病、牙齿脱落和口腔癌。其中，未经治疗的龋齿
最为常见，据估计影响到25亿人；严重的牙龈疾病
是导致牙齿全部脱落的主要原因，估计影响约10
亿人；每年有大约38万个新增口腔癌确诊病例。

另外，口腔疾病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
趋势：过去30年间，全球患口腔疾病的人数增长
了10亿。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口腔健康在全球
卫生领域长期被忽视”，但许多口腔疾病是“可以
预防的”。

报告显示，四分之三的口腔疾病患者生活在
中低收入国家。据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指出，大
量自费开支以及初级保健机构欠缺高度专业化的
牙科设备是口腔疾病高发的两个主要原因，而在
贫困国家表现尤为突出。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社交平台推特大幅裁员后，又一波员工11月
17日开始离职，原因是他们拒不接受新老板埃
隆·马斯克的最后通牒，即要求他们“长时间高强
度工作”。

11月9日，员工走进位于美国纽约的推特办
公室。 新华社/路透

拒绝“长时间高强度工作”
又一波推特员工离职美国绕月空间站

给日本宇航员一席11月18日，印
度首枚由私营企业
制造的火箭“维克
拉姆-S”号在斯里
赫里戈达岛的萨蒂
什·达万航天中心
发射升空。

印度空间研究
组织18日说，印度
首枚由私营企业制
造的火箭“维克拉
姆-S”号当天发射
成功。

新华社/路透

印度首枚私企制造的火箭
发射成功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7日电（记
者耿鹏宇）俄罗斯外交部17日发表声
明说，在各方无异议的情况下，俄罗
斯与乌克兰农产品外运一揽子协议
将延长120天。目前没有收到相关反
对意见。

声明说，俄方允许在不改变

协议期限和涵盖范围的情况下对
这一协议进行技术性延期。此
外，俄方将坚决制止任何企图利
用黑海人道主义走廊进行的军事
挑衅。

声明指出，在经过俄方反复
提醒后，被滞留在欧盟港口约 30

万吨俄化肥的解封工作已开始，
俄方将把这些化肥捐赠给有需要
的发展中国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7日在
社交媒体上说，土耳其、联合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同意，从 19 日
起，将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延长 120 天。他表示，该协议对
世界粮食供应和安全十分重要。
根据该协议，过去 4 个月已有近
500 艘船向外运送了超过 1100 万
吨农产品。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小麦
和玉米出口大国。今年 7 月，两

国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问题分
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相关协
议。协议有效期为 120 天，将于
11月 19 日到期。同时，俄罗斯与
联合国签署有关俄农产品出口的
谅解备忘录，以确保俄粮食和化
肥畅通无阻地进入世界市场。

俄外交部：

俄乌农产品外运协议将延长120天

瑞典检方18日说，调查人员在
“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部分的现场
发现爆炸物痕迹，这证实“北溪”管道
遭到蓄意破坏。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两
条“北溪”管道9月底发生泄漏，位
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海域的该管道
区段出现4处泄漏点。瑞典测量站
当时在“北溪-1”和“北溪-2”发生
泄漏的海域探测到两次强烈的水

下爆炸，各方普遍认为管道遭“蓄
意破坏”。

瑞典和丹麦方面已就“北溪”管
道泄漏事件展开调查。瑞典检察院
18日发布声明，通报调查进展。声
明写道：“已经开展的（技术）分析显
示，目前找到的几件物品都有爆炸物
痕迹……持续调查将决定能否发现
嫌疑人。”

牵头调查的瑞典检察官马茨·永

奎斯特说，技术分析仍在继续，以期
“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俄总统府克里姆林宫乐见瑞典
18日通报的调查进展，总统新闻秘
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瑞典方面
的数据已支持“北溪”管道泄漏是遭

“蓄意破坏”或“恐怖袭击”所致，再次
证实俄方掌握的情况。

佩斯科夫呼吁继续调查，找到幕
后黑手至关重要。

瑞典媒体10月18日首次公开
一段“北溪-1”管道泄漏部位的视
频，画面显示被拍摄区域缺失了至
少50米长的一段管道，剩余金属管
壁的一些部位变形。这段视频由无
人潜航器拍摄，拍摄位置在海平面
以下约80米深处。遥控潜航器的
工作人员说，只有极为强大的力量
才能使那么厚的金属变形成视频中
的样子，“管道周围的海底受到巨大

冲击”。
丹麦哥本哈根警察局10月 18

日说，初步调查显示两条“北溪”管道
泄漏为强烈爆炸所致。

“北溪-1”管道2011年建成，东
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
往德国。“北溪-2”管道去年建成，与

“北溪-1”基本平行，尚未投入使用，
有部分天然气封存在管道内。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瑞典证实“北溪”天然气管道遭蓄意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