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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告
中央储备粮海口直属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库）与中央

储备粮海南老城直属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城库）于2018年3
月8日在海南日报上发布了吸收合并公告，公告中缺少合并前后
注册资本的情况说明，现进行补充。合并前海口库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壹亿肆仟陆佰柒拾贰万柒仟壹佰叁拾壹圆柒角陆分；老城
库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零陆万肆仟捌佰元整。吸收合并完
成后，老城库注销，海口库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壹亿柒
仟陆佰柒拾玖万壹仟玖佰叁拾壹圆柒角陆分，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招群 13876898668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138号

中央储备粮海口直属库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海南老城直属库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 1798号之二

申请执行人袁秋琪与被执行人朱振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朱振伟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金福路6号文博府7栋4层401房(不动产权证号:HK376171)
的房产，定于2020年8月5日10时至2020年8月6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该房进行公开拍卖(法院主页网址: http: //
sf. taobao. com/0898/13 )，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联系人:薛法官 电话: 0898-68663840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预告
受委托，我公司近期将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拍卖：海南某公司100%股权及股权项下的位于陵

水县黎安镇300亩近海旅游用地土地使用权。参考

价：150万元/亩。

有意了解者，请致电或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网址：www.ronghepm.com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

房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17-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东湖路5号101、103房进行公开
招租。建筑面积分别为：101房26.99m2，103房27.28m2，一面临
海口市东湖路，可作为商业铺面使用，挂牌底价分别为：101房
5668元/月，103房5729元/月。租期为3年，从第二年开始，租
金每年在上年基础上递增6%，公告期为：2020年 6月29日至
2020年7月13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
ejy365.com）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29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2HN001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广州市荔湾区西村五约冰厂
后街26号一栋七层房产（原海南文昌市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房
产），建筑面积2310.65m2。该房产建成于1983年，钢混结构，总层数
7层。房产地处广州市区中心地带，靠近火车站、省汽车总站，人流密
集、交通便利。周边建有学校、市场、银行、超市等基础配套齐备，生活
便利，投资潜力较好。一、挂牌底价2648.728万元。二、公告期：2020
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27日。标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www.
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我公司遗失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口招待所工行账

户（银行账号：2201020809024930687，开户行：海口

工行义龙支行）的银行印鉴“王永昌印”印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我公司遗失粤海铁路海南多元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口

招待所工行账户（银行账号：2201001709200024404，开户

行海口工行国度支行）的银行印鉴“粤海铁路海南多元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海口招待所财务专用章”和对应的“王永昌

印”印章两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6月30

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

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6月29日

现将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会暨持股会会员大会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0年7月10日上午8点半；
二、会议地点：金鹿大厦八楼；
三、审议议题：《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2019年度激励方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
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
于修改公司持股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融资议案》；

四、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工会名下持股员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管人员。联系电话：65315505。

特此公告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金鹿集团公告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姓名
林小花
殷礼曼
吴茹
谢胜

性别
女
女
女
男

身份证号码
460006198009064044
460006198005254086
460100197001130628
460029197212280615

结欠本金（元）
99969.31
39733.1
77604.42
50058.38

借款起止时间
20140729-20160729
20151118-20171118
20151202-20171202
20151228-20171228

反担保姓名
杨明书
刘秋萍
黄邓华
符文靖

单位
万宁市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
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
儋州市东成镇人民政府

海南省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关于2014-2017年度
省本级就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欠款催收公告

以下欠款人及反担保人自见本报后15日内请到我中心办理还款事宜，逾期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诉讼所产生的费

用（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由债务人及其反担保人承担。海南省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电话：65301428 65220815

思考题 | 如何借力“新动能”

英国物联网专家里克·钱德勒的桌上摆着三
台笔记本电脑、两部手机，他娴熟地远程处理文件
和沟通事宜。“原来要开一天的会，现在一次电话
会议就解决了。”他告诉记者。

疫情之下，数字经济展现出巨大能量。如何
把握新机遇、因势利导借力新经济动能，是摆在各
国面前的“思考题”。

面对疫情全球扩散，尽管许多传统行业遭遇
巨大冲击、国际经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但数字经
济、在线消费等产业在全球多地展现出强大活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说，疫情期间，
远程医疗、远程工作和在线教育得以普及，电子商务
也出现逆势增长，全球经济正加速向数字化过渡。

在线视频会议平台软视软件公司每日活跃用
户数量从疫情前的千万级别，迅速增长到数亿计
规模；微软公司旗下办公软件在线协作相关功能
使用频率曾经一周内激增40%……

对各国决策者而言，越是危机时刻，越要善于
运用战略思维，科学决策，抓住全球推动创新发展
和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不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坚
敏认为，中国抗疫实践显示，数字技术在恢复产
业、经济活动等方面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回顾全球经济发展史，危机和发展总是结伴
同行，每一次危机都可能是新一轮发展的催化
剂。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将成为继工
业化、信息化之后又一次产经迭代升级的突破口，
值得各国认真思考、精心筹谋。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记者 宿亮 欧
阳为 赵悦）

全球复工复产面临四大考题

关注全球抗疫

必答题 | 如何走好“平衡木”

“（复工）可不是打开开关这么简单。”美国汽
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丽斯廷·齐切克说。5月中
旬，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装配工厂复工，但随
即就因多名员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不得不再
次临时关闭。

韩国5月初分阶段开放各类设施，但随后聚
集性感染频发；自5月末允许餐馆营业后，以色列
疫情出现反复，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加；墨西哥部
分地区商铺6月初重新开业，但随即出现疫情反
弹；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家肉联厂近日
发生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

控疫情同时要保经济，保经济同时更要控疫
情。两头承压情形下，如何走好“平衡木”，成为各
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解封”不等于“解防”。全球专家普遍认为，谨
慎而渐进地推进复工复产尤为重要，需要政府、企
业和民众密切配合，克服麻痹心态，准备好紧急预
案，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如果新冠病毒
传播没有得到控制，任何经济重启都是空谈。”世界
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警告。

“拯救生命和挽救生计可以且必须携手并
行。这意味着要为负责任的经济重启创造适当条
件，意味着保持灵活性，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经济重
启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

病毒无国界，全球一盘棋，任何一国的决策和
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国家乃至地区的整体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形势产生外溢效应。分析人士指
出，各国只有加强协调与协作，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协同配合，才有望共同走好疫情防控和发展经
济的“平衡木”。

1000万！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28日
5时33分（北京时间
28日 17时 33分），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达10001527例。

16亿！世界劳
工组织表示，由于缺
乏强有力社会保障，
全球16亿非正式就
业人员在疫情全球
蔓延的头一个月里，
平均收入锐减60%。

生命之危叠加
生计之困，让陆续启
动复工复产的各国
面临“大考”——如
何走好控疫情和稳
经济的“平衡木”？
怎样综合施策才能
恢复经济“造血”功
能？稳定供应链是
靠封闭自顾，还是靠
协调合作？如何危
中寻机，借力新发展
动能？

应用题 | 如何调配“对症药”

“欧洲央行采取的措施对欧元区经济复苏至
关重要。”对于欧洲央行近日将紧急资产购买计划
规模扩大近一倍的举措，行长拉加德这样解释。

各国渴望为经济按下“重启键”，但疫情导致
的供应链不畅、收入下降、需求低迷，以及对疫情
再度暴发的担忧，都令复工复产之路崎岖不平。

面临多重挑战，各国政府打开政策“工具箱”，
不断为经济复苏注入“强心剂”：日本将经济刺激
计划总规模扩大至逾230万亿日元；芬兰政府宣
布追加55亿欧元预算，以遏制疫情影响并帮助经
济复苏；德国执政联盟就总计1300亿欧元的最新
经济刺激方案达成一致；法国已动用5000亿欧元
来扶持和救助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

政策工具品类大同小异，但在运用层面，如何正
确搭配组合、拿捏力道节奏、兼顾当前与长远，调配出
标本兼治、副作用小的“对症药”，考验着各国智慧。

需求和供给同时受限之际，大力宽松银根，会
使大量流动性在金融市场空转，难以真正抵达实
体经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白士泮看
来，单纯加码量化宽松治标不治本。

一味搞“大水漫灌”强刺激甚至可能埋下恶性
通胀的隐患，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金融泡沫
膨胀、市场出清不畅等副作用。

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认为，虽然当下需要包
括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内的刺激，但也绝不能忽视临
时应急措施的退出和宏观政策长期可持续性问题。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指出，长期来
看，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激发增长潜力，这意味着
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将刺激
政策导向投资，维护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

选择题 | 如何稳定供应链

面对危机，是加强合作、携手助力全球供应链
接续复位，还是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封闭自
顾，关上国际合作的大门？

何去何从，凸显各国判断取向差异；如何选
择，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世界经济要付出多大代价，
才能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疫情冲击下，个别国家借机搞脱钩断链，升级
保护主义政策。然而，调整全球供应链牵一发而
动全身，搞保护主义不仅难以实现自身政策目标，
还会危害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看，资源的全球化配
置能够极大提升效率，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而违背这一规律只会自食恶果。

当务之急，是各国尽自己所能保障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开放、稳定、富有韧性，欧盟驻华代表团
团长郁白大声呼吁。

施瓦布强调，疫情不仅短期内冲击全球经济，
也带来长期结构性影响，只有加强全球合作，才能
化解这些影响。

面对全球供应链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力量正努力填缺补位。众多市场主体已展开一场
国际复工复产“战疫”接力，有效对冲疫情影响。

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开行列数、送货标箱
量，同比分别逆势大增15%和18%。“中欧班列持
续畅通，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一条大动脉。”立
陶宛交通与通讯部长纳尔克维奇如此感慨。

“经过数十年发展，全球供应链已具备较大粘
性。”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说。
他认为，今后经济增长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重要”，世界离不开作为“全球一体化重要特征”的
全球供应链合作。

新华社纽约6月28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5时33分（北京时间
28日17时33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10001527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99024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报告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2510323例，累计死亡125539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的
国家还有巴西、俄罗斯、印度、英国、秘鲁、智利、西班牙、意大利、伊朗、墨西哥和巴基斯坦。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

以色列医务人员采集检测样本。（本组照片：新华社发）法国工人在汽车公司的车间工作。 埃及开罗一家咖啡馆营业。 游客乘坐马车游览维也纳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