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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1.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慎遗失中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机关委员会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Z6410000745002，现
声明作废。

2.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慎遗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机关工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3416202，编号：
6410－00192422，现声明作废。

3.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慎遗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机关工会《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证号：工法证字第212600079
号，现声明作废。

4.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慎遗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机关工会《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YA255000-X，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6月23日

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公示信息
《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
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西线高速公路叉河段东南
侧。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改扩建项目厂址为中心、各厂界
外扩19.6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
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需
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海南宝来
工贸有限公司；电子邮箱：chenpy@lesso.com；联系电话：0898-
26694116-8012。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西线高速公路叉河
段东南侧。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6.19-2020.7.3

作废声明
洋浦干蓉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62101227），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司公章、财务章、
合同章，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6月17日

●李秀权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山高

村 土 地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N13677，声明作废。

●海南依城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编 号

91460100MA5RC5GP65，声明作

废。

●临高皇桐华松涂料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28MA5T3YJL4J，声明作

废。

●海口邻邦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海南云明新型建材生产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黄宏杰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证 号 ：

469028051230，特此声明。

公告
屯昌县人民法院因保管不善，不慎
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13 份，票号为 0517706138、
0517706146、 0517706154、
0517706162、 0517706170、
0517706189、 0517706197、
051770620X、 0517706218、
0517706226、 0517706234、
0517706242、0517706250。特此
声明作废。

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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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顺意山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冯所益猪肉摊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5T9QTR8J，声明作

废。

●三亚柏年康成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399792344M）遗 失 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君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为：460200000164387，声明作

废。

●李启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山高

村 土 地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N13354，声明作废。

●黄碧云遗失准迁证，证号：琼

00932094，声明作废。

声明
东方祥麟菜果基地有限公司从未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一直由公司股东赖
桂梅，财务经理赵静共同保管，
2020年6月17日法人代表在《南
国都市报》登记了遗失声明，在此
期间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原登
记人负责。特此声明。

声明人：赖桂梅
2020年6月22日

通知
四川万鑫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人刘磊系海南鑫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持40%股权

的股东。公司位于三亚市吉阳区

的“三亚蘭园”项目二期，未召开

股东会，未取得全体股东同意，让

你司中标，根据公司章程第5-1-

3.2条规定，股东会做出的决议必

须经全体股东同意，故本人已向三

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违法施

工行为实名反映。现通知你司：停

止施工，撤出蘭园项目施工现场。

如你司拒绝停工撤场，由此产生的

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你司

承担。特此通知

刘磊

二0二0年六月十八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7执59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我房
旅居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
南鸿利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
名下位于海口市凤翔东路156号
盛世一品地下室-1层46室、47室
车库二处[不动产权证号:琼(2018)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18138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18112
号]，查封期限三年。本院拟对上述
查封的不动产进行评估、拍卖，凡
对上述查封的不动产有异议者，须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
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
本院将依法处理。海口市琼山区人
民法院 2020年5月27日

●儋州兴龙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0024207，声明作废。

●保亭南茂新概念手机店不慎遗

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通信费资金往来专用收据发票，

发票代码:201709120000，发票号

码:13754535，声明作废。

●保亭南茂新概念手机店不慎遗

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通信费资金往来专用收据发票，

发票代码:201709120000，发票号

码:13754534，声明作废。

●海南通什万通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符永涛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文建一横街的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23120,特此声明。

典 当

声 明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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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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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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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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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法院公告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就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A02-20、滨江新城

片区控规QS0334004规划地块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事宜，我局于2020年5月22日在《海南日报》刊登（2020）

第15、16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因故延长以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挂牌出让时间，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20年6月28日16:00（北京时

间），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20年6月30日16:00（北京时

间）。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3日

延期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江华庭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滨江华庭项目位于青年路西侧，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范围，目前涉及到铺面布局调整、地下室微调等变更事
项。经审查，该变更方案符合规划相关技术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
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20年6月23日至7月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3日

披着学术外衣的反华“急先锋”
——起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澳大利亚舆论界最近常常出现一些污蔑、敌视中
国的言论。仔细查找这些言论的来源就能发现，澳大
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是一个主要源头。该机构近年
来屡次炮制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其偏颇立场与其背
后复杂的资金来源有很大关联。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成立
于2001年，这个位于首都堪培拉的
智库近年来通过当地媒体影响着澳
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理解。

该研究所执行所长彼得·詹宁
斯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或接
受媒体采访，在互联网上搜索他的
名字便会发现不少明显体现冷战思
维的文章，如《澳大利亚如何阻止中
国》《美国重回亚洲给澳大利亚带来
的风险和回报》《新冷战将迫使澳大
利亚行为产生变化》等。

该机构一些“专家”同样经常恶
意诋毁中国。澳媒称，此前有关“新
疆强迫劳动”的不实言论便出自该
机构“专家”之手。美国独立新闻网
站“灰色地带”指出，有关“中国强迫

劳动”的报道几乎完全依赖一系列
可疑的研究，是反华势力精心策划
的“闪电公关行动”。

去年曾一度在澳被热炒的所谓
“中国间谍”潜逃澳大利亚事件已被证
伪，相关“撰稿”人之一亚历克斯·乔斯
克也在该机构工作。悉尼科技大学澳
中关系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劳伦斯森
曾批评澳大利亚媒体未经核实就采信
乔斯克的说法，“这是澳大利亚媒体先
下结论再找证据的最新例子”。

最近，该机构又炮制了多项反
华言论，包括中国有关部门通过数
以千计的组织收集情报、中国在防
控新冠疫情过程中未及时公开信息
并缺乏合作精神、澳大利亚应减少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教授休·怀特是澳大利亚战略政
策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坦言，起初
研究所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澳国防
部，但随着时间推移，资助背景开始
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国防部仍是主
要资金来源，但所占份额不断下
降。据最新统计，目前该研究所约
550 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中，只有

43%来自国防部。
该研究所年度报告显示，除国

防部外，该机构主要有三方面的资
助者：第一类是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泰雷兹-
雷神系统公司等西方军火巨头；第
二类是谷歌、甲骨文等西方科技公
司；第三类是日本大使馆等外国政
府机构。

旨在监测外国在澳影响力的
“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近期披
露了该研究所更多的幕后“金主”，
其中包括北约、美国国务院、英国
外交部。据澳媒报道，该研究所获
得美国国务院约27万美元的资助
后，开始追踪中国和澳大利亚高校
间的合作研究，丑化和诋毁相关研
究成果。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近年
来针对中国的诸多不实言论暴露
出，该机构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操
控下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传声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
指出，有澳大利亚方面人士曾撰文
披露，这个机构长期接受来自美国
政府和军火商的经费支持，热衷于
炮制和炒作各种反华议题，意识形
态色彩非常浓厚，实际上是反华势
力的“急先锋”，学术信誉受到严重
质疑。

“灰色地带”网站指出，该研

究所的报告往往不是基于真正的
证据，而只是为了煽动。这是美
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北约以及军
火商们精心策划的抹黑行动，它
们的目的是从一场“新冷战”中攫
取丰厚收益。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杰夫·
雷比也认为，该研究所大量接受
军工企业资助的做法十分危险，
因为“当战争发生时，军事工业将
从中受益”。

有澳媒指出，该研究所正是利
用澳国内一些人对中国一贯的“鹰

派”立场，为了“金主”的利益肆意丑
化中国、恶化澳中关系。

在澳大利亚，已有不少人看
透了这家研究所的所作所为。澳
大利亚工党议员金·卡尔指责该
机构是“企图发动‘新冷战’的鹰
派”；新南威尔士州前州长鲍勃·
卡尔指出，它输出了一种“一边倒
的亲美世界观”；澳洲航空公司前
首席执行官约翰·梅纳杜认为，该
研究所的做法“不诚实，令澳大利
亚蒙羞”。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喂料”媒体搞污名化

“金主”背景耐人寻味

炮制谣言居心叵测

特朗普称
考虑与马杜罗会面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称，
他愿意考虑与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会
面，还淡化先前承认委反对派要员胡安·瓜伊多为
委“合法领导人”的决定。

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21日发布报道，特
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我也许
会考虑……马杜罗会希望会面。我从来不反对会
谈，你知道，我很少反对会谈。……但在现在这个
时间点，我拒绝。”

特朗普2018年曾表达对与马杜罗会谈持开
放态度，但双方最终没能实现会谈。美国加强对
委内瑞拉的制裁和封锁。

路透社解读，特朗普在采访中表达可能考虑与
马杜罗会谈，可能显示一个清晰信号，即有些美国官
员私下对美国政府通过制裁和外交手段没能迫使马
杜罗下台愈加失望。 庄北宁（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维也纳6月22日电 美国和俄罗斯
2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新一轮军控对话，
讨论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关问题。

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表示，过去几十年取得的
裁军成果不断遭到破坏，美俄举行新一轮军控对话
是“积极的”，希望奥方能为对话取得成功作出贡献。

美俄两国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将于2021年到期，该条约旨在限制美俄两国部
署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美俄《中导条约》去年
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的
军控条约。俄方已多次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延长
该条约有效期，但美方目前对此仍未表明态度。

美俄在维也纳
举行新一轮军控对话

6月22日，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左二）抵达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下奥地利宫参
加美俄新一轮军控对话。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美国前
财政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
尔森日前表示，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
备货币的地位正面临考验，美国应对
新冠疫情的能力及其管理国债和财政
赤字的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等因素，都
将决定美元是否能够通过考验。

保尔森在保尔森基金会官网刊发
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美元的地位
很重要，能够让美国为美元资产支付
更低的利息，还能够降低汇率风险，让
美国承受大规模贸易赤字、金融市场
更具流动性。此外，美国的银行业也
能获益，其融资更加便利。

他认为，美元能够长期保持其地
位是一个历史性的反常现象，尤其是
考虑到新兴市场的崛起和美国经济的
相对衰落。目前看来，人民币是最有
可能取代美元的货币。人民币已经与
日元、欧元和英镑一起成为储备货币，
中国的经济体量、未来增长前景、与全

球经济的融合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等因素都有利于人民币发挥更大
的作用。

他还认为，中国央行支持的数字
货币将助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
于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地位。

保尔森强调，当前威胁美元地位

的主要风险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
美国本身，美国经济必须持续激发公
信力和信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的地位将岌岌
可危。

保尔森指出，为了维护美元地
位，美国需要实现经济繁荣，美国还

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国家财政健康的
政治体制。美国的海外经济政策选
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美
国的信誉。

他警告，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单边
制裁成为可能，但这并非没有成本。
把美元当作制裁他国的武器，会鼓励
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发展
能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

保尔森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
其持有者的价值，归根结底反映的是
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面。在疫
情危机之后的几年里，美国交出一份
怎样的成绩单，将是一个重要考验。

美国前财政部长：

美元地位面临考验

A

B

C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