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展缓慢

美联社报道，雅加达海墙项目预期耗费420
亿美元，分三个阶段。首先加固现有30公里海岸
防护堤，继而新建17个人工岛，最后在雅加达湾
西侧和东侧建造巨大海墙。

这一项目进展缓慢，缘由是反对意见认定建
墙成本高昂，担忧海墙给当地渔业造成负面影响。

安德烈亚斯主张缩减海墙初期建造规模，以
减少开支。按他的设想，可以先建造20公里海
墙，保护最脆弱地区。那比原计划缩短三分之
二，可以为政府争取时间，日后再解决其他地区
海墙建设问题。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东南亚拒做发达国家“垃圾场”
中国“蓝天2019”专项行动持续坚决打击“洋垃圾”走私

斯里兰卡日前下令，退还从英国非法入境的“洋垃圾”超过100个集装箱。新华社发

近几个月以来，包括柬埔寨、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内的多个
东南亚国家纷纷收紧对“洋垃圾”的进
口限制，先后多批次退回来自美国、加
拿大等发达国家装有废品的集装箱，
用实际行动表态，不愿充当发达国家
的“垃圾场”。

7月18日，柬埔寨政府在该国
西哈努克港截获了83个集装箱的
塑料废品，经查它们来自美国和
加拿大。柬政府环境部表示，必
须让这些废品“从哪里来回哪里
去”，同时要追究相关进口企业
的责任。首相洪森此前曾声明，
柬埔寨不允许进口任何类型的
废品进行再加工处理。

5月31日，经过菲律宾数年
的交涉及抗议，69个装载着垃圾
的集装箱终于被运出菲北部苏比
克湾自由港，驶向其源头地加拿
大。为了让这批垃圾“物归原主”，
菲律宾政府可谓费尽周折，甚至不惜
与加拿大方面打“外交战”，曾因为此
事召回包括大使在内的多名菲驻加拿
大外交官。

今年5月，马来西亚宣布把450
吨进口垃圾送回加拿大、日本、美国
等地。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
化与环境部长杨美盈表示，马来西
亚敦促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塑料废
品处理方式，停止把这些垃圾运往
发展中国家。

东南亚国家中，印尼、泰国等国
也纷纷对“洋垃圾”说不。印尼环境
保护联盟负责人普普特·普特拉说，
印尼政府已决定把5集装箱垃圾退
回到美国，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普特拉呼吁政府立场坚定地抵制

“洋垃圾”，并严惩那些参与垃圾进
口的公司或组织。

一些饱受诟病的发达国家在垃圾
处理问题上总爱“甩锅”，把自家产生

的废弃物运往别国处理。这当中有多
重原因，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垃
圾产生量巨大，人均垃圾产生量远远
高于发展中国家。

本月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美国人口约占世界4%，其城市固体
垃圾产生总量却占全球12%。相较
之下，中国和印度总人口约占世界的
36%，而两国产生的城市固体垃圾总

量只占全球约27%。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

国际社会就制定了以保护发展中国家
环境利益为宗旨的《巴塞尔公约》。公
约充分确认，各国有权禁止外国危险
废物和其他废物进入本国领土。

今年5月修订后的《巴塞尔公约》
把塑料垃圾这类重要污染物也纳入进
出口限制对象，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

“偷偷”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塑料垃圾转
嫁污染的做法将难以得逞。

对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要彻底将“洋垃圾”拒之
门外，还需要建立严格的管控制度。

中国海关总署去年开展了“蓝天
2018”专项行动，实施5轮强有力的、
专门针对固体废物走私的打击行动，
取得非常大的威慑效果。今年的“蓝

天2019”专项行动，仍将继续坚决打
击“洋垃圾”走私。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主席艾哈迈
德·伊斯梅尔教授则认为，为了更有效
地阻挡“洋垃圾”，东盟国家可以共同
应对，在地区层面建立起限制机制，如
此才能防止本地区沦为发达国家的

“垃圾场”。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雅加达地面以平均每年10厘米速度下降，2050年北部城区95%或将淹没

印尼欲建“海墙”防首都下陷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地
面下陷趋势难以缓解，地面以
平均每年 10 厘米速度下降。
专家称，如果沉降速度不变，
到2050年，雅加达北部95%
将淹没。总统佐科·维多多打
算加快在雅加达周边建墙，防
止海水入侵，避免这座人口超
过千万的城市没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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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陵水椰林陵城蔓诺比菲服饰专

卖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6903401101119，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明恒茶店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35601112363，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戎臻真坐落于海口市国贸北路
26号金茂大厦第3层301房的房
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
书，证号:200612016，现声明作
废。
▲万宁群林木业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469006242000918，现声明作废。
▲金江镇塘北村民委员会主任王
世芳印鉴丢失，声明作废。
▲高迪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号:
201646001164,声明作废。
▲符瑞谦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219810613071X，特 此
声明。
▲海南省价格协会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催款通知
方园：因你失去联系，现要求你10
日内提前偿还所有借款。孙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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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建设用地转让 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高新区狮子岭标准厂房出租
1530m28.8 米高厂房有配套办公
楼 甘 生 13876817658 黄 生
18689578933

广告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保兴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催收暨招商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保兴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保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
起,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向海南保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责任。特此公告。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2019年7月29日

债务人名称

海南保亭兴隆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亭三道金叶茶业开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150

利息

189.03

合计

339.03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保立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催收暨招商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保立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保立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
起，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向海南保立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责任。特此公告。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2019年7月29日

债务人名称

保亭多来美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亭三道金叶茶业开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295

利息

217.66

合计

512.66

世卫组织敦促各国
为消除肝炎加大资金投入

新华社日内瓦7月28日电 7月28日是世
界肝炎日。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呼吁各国“为消除
肝炎投资”。该机构称，随着近年来病毒性肝炎诊
断和治疗成本的不断降低，各国应抓住机会为消
除肝炎加大资金投入。

据世卫组织在新一期英国《柳叶刀·全球卫生》
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如果每年为67个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消除肝炎工作投资60亿美
元，到2030年总共可以避免450万人过早死亡。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今天，高达80%
的肝炎患者无法获得所需的预防、检测和治疗服
务。在世界肝炎日之际，我们呼吁各国将肝炎防
治服务纳入医疗保险计划，并将其作为全民健康
覆盖的一项内容。”

世卫组织称，目前全球总共有3.25亿乙型肝
炎或丙型肝炎患者，其中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检测
和治疗服务。

世卫组织全球肝炎战略的目标是，在2016年
至2030年期间，新发肝炎感染病例减少90%，死
亡病例减少65%。但在194个世卫组织成员中，
目前只有124个制定了消除肝炎相关计划。世卫
组织因此呼吁各国，将消除肝炎纳入全民健康覆
盖计划，核算相关费用、编制预算并提供资金。

日本民企发射小型火箭
再次遭遇失败

据新华社东京7月28日电 日本一家民营
火箭公司27日下午在北海道发射一枚小型火箭，
但以失败告终。火箭坠毁于附近海域。

据日本共同社27日报道，日本星际科技公司
27日下午在北海道发射了“MOMO”4号小型火
箭，结果火箭升空到13千米处出现发动机故障，
后坠毁于附近海域。

这是该公司第四次发射这种小型火箭，前两
次均失败，只有今年5月初进行的第三次发射高
度超过了100千米，取得了成功。

“MOMO”火箭是这家公司研发的小型液体
燃料火箭，全长约10米，直径约50厘米，发射重
量约1.1吨。根据设计，它最高能到达120千米的
高度。这种火箭并不能用于发射卫星，但可以携
带多种低轨道观测设备，并利用降落伞回收有效
载荷部分。

两名美国游客
捅死意大利警察

在意大利罗马，调查人员于事发后勘查现场。
意大利警方27日说，两名美国游客供认捅伤

一名意大利警察并致后者伤重不治，正因涉嫌谋
杀和敲诈勒索罪受到羁押。 新华社/美联

美国政府日前签署了一份所谓推
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备忘录，提出
要阻止那些“自我认定”为发展中国家
但“不具备合适经济指标支持”的成员
国在世贸组织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
灵活性，并发出威胁，如果 90 天内看
不到“实质性进展”，美国贸易代表机
构就可能采取行动。把美国国内法凌
驾于世贸规则之上，拿特殊和差别待
遇“搞事情”，这种霸权主义做法注定
不得人心。

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贸组织广大
发展中成员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
是世贸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有道是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原则充分

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能力差
距，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符
合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

国际上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明确定义，从实际情况看，世
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之间存
在全方位的发展差距。衡量一国的发
展水平，不能仅看一点、一个领域，而
应进行全面的评估。然而，美方以偏
概全、混淆视听，无视发展中成员在人
均收入水平、科技发展、经济结构、发
展质量、发展阶段等诸多方面与发达
成员的差距，通过选择性使用个别总
体指标夸大一些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水
平，企图通过地位“升格”剥夺发展中

成员的合法权益。这么做既侵犯了发
展中成员地位自我归类的合法权利，
又势必带来分歧与混乱，给世贸组织
改革设置新的障碍。

这份备忘录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来说事，认为“当前的经济指标都证实
了中国不该为发展中国家”，明里暗里
为美方的“吃亏论”张目。实际上，如
果客观全面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成员在经济社会上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与发达成员之间的发展鸿沟依
然悬殊。比如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但2017年人均GDP仅
为美国的15%，2017年收取的知识产
权使用费只有47亿美元，仅为美国的

3.7%……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比较突出，现行标准下还有上千万
的农村贫困人口。总体上看，中国依
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美方只看
到发展中成员杯子里盛的水比原来多
了，却有意忽视杯子还空着半截，这种
选择性放大和选择性无视，显然与事
实不符，难以令人信服。

尽管中国是以发展中成员身份加
入世贸组织的，但中国从没有将特殊
和差别待遇作为“挡箭牌”，而是积极
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
责任义务。入世10多年来，中国全面
履行各项承诺，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为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作出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会普
遍认可。相比之下，美国为了一己之
私，蛮横践踏世贸组织规则，不惜损害
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给多边贸易体
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蒙上阴影。这种
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自私自利之举，必
将遭到各方反对，根本不可能得逞。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举
行在即，美方在这个节骨眼上横生事
端，无非是想给自己找筹码、对中方施
压。如此伎俩并不新鲜，也从未奏效
过。还是那句话，谈就好好谈，如果谁
想“搞事情”，无论闹出多大的“幺蛾
子”，中国都不怕！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拿特殊和差别待遇“搞事情”不得人心
■ 辛识平

旧墙开裂

雅加达市人口超过 1000 万，算上周边城
镇，首都圈人口大约3000万。大量用水需求导
致地下水过量开采，城市建设同样加剧地面沉
降。雅加达地处爪哇岛西北海岸，濒临雅加达
湾，地势低洼，易受海水侵入。海水顺裂缝流向
街道，海墙靠近雅加达湾一侧一座清真寺一半已
经没入海中。

总统佐科26日在雅加达告诉美联社记者，打
算推动海墙建设项目，以避免雅加达沉入海中。

在雅加达西北部麻拉巴鲁地区，地面沉降构
成的威胁已经显现。那里十多年前遭遇洪灾，随
后沿海岸建起混凝土墙，墙体现在已经开裂。

下陷不止

雅加达是全球下陷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印
尼万隆理工学院大地测量学家赫里·安德烈亚斯
说，在雅加达北部部分地区，地面已经低于海平面
2至4米，正继续以平均每年20厘米的速度下沉。

“雅加达不断下沉，”安德烈亚斯说，“如果沉降
速度不变，到2050年，雅加达北部95%将淹没。”那
意味着雅加达三分之一地域将浸泡在海水中。

就整个雅加达地区而言，地面以平均每年10
厘米速度下降。

佐科告诉美联社记者，为缓解首都圈压力，他
考虑将首都迁出爪哇岛。印尼全国将近2.7亿人
口的57%集中在爪哇岛。

美国纽约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死11伤

新华社纽约7月28日电（记者长远）美国纽
约市布鲁克林区27日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
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据当地警方和媒体提供的信息，枪击事件发
生在当地时间27日23时左右。当时大量人员聚
集在布鲁克林区东部一个公园里参加活动。枪声
响起时，人们误以为是鞭炮声，在确认是有人开枪
后，人们四散奔逃。

伤者随即被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一名
38岁男子到医院时死亡，另有数名伤者情况危
急。目前枪手尚未被抓获，事件具体细节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事发公园所在的布朗斯维尔街区是纽约最贫
困、犯罪率最高的街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