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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装修

●本人孟波，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2号岛236栋2101号

房，交款日期:2016年4月15日，

金额9248元(包含维修基金:5409

元;代收费:16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平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7X

AM4Y)遗失原法人(原法人王杰)

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万江强（身份证：460003199301

164611）遗失渔业船舶职务船员

证书，证件号：C11-011578(三级

船长)，声明作废。

●海南鑫源创广告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46010009050608X，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符壮科（身份证：460029197506

074614）遗失渔业船舶职务船员

证书，证件号：C11-011699(三级

船长)，声明作废。

●万槐高（身份证：460029196507

044615）遗失渔业船舶职务船员

证书，证件号：C11-011585(三级

轮机长)，声明作废。

●许龙（身份证：46000319810319

4612）遗失证渔业船舶职务船员

证书，证件号：C11-011368(三级

船长)，声明作废。

●本人曾小寿不慎遗失海南省司

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证件编

号：14601201710329906，原流水

序号：10860043，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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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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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

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转让项目变更公告期的公告
受委托，我所于2020年7月15日
发布了“琼APB700梅赛德斯-奔
驰WDCCB5EE小型轿车”转让公
告 ，公 告 期 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2020年7月28日。现根据委托
方要求，变更该项目公告期为2020
年7月20日-2020年8月17日。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7月20日

公 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招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招募内容：网点装修造价供应商和网点装修设计供应商

三、工程范围：全省营业网点

四、资格要求：

（一）造价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具有住建部颁发的工程造价甲级资质

（二）设计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具有住建部颁发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

（三）共同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具备国家认

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2、注册资本100万元(含）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3、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在海南地区有办公经营场所

且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

4、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利润表中的“净利润”，近三年内至少

两年不为负数。

5、服务能力要求方面，售后服务体系能够涵盖我行全省的营

业网点。

6、在与工商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合同违约、泄露

工商银行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等事件，以及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

定要求。

五、报名材料

1、公司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综合能力、财务能力、技术能力、

服务能力、与银行业的合作状况等内容介绍、公司近三年主要业绩介绍。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法人代表身份有效证明、

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明。

3、能够证明公司税务身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

人）的相关材料，包括：“资格认定”栏内盖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戳记的税务登记证副本，以及加盖税务机关公章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资格登记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税务证书等。提供2020年任意近3个月的社保、纳税证明

及近3年(2017-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

4、提供“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与工

商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合同违约、泄露工商银行商业

秘密或技术秘密等事件”承诺函。

注：以上1-4项要求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六、报名材料请提交至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大楼7楼

财务会计部的姜经理。联系人：姜经理0898-65367906，林经理

0898-65855268。

七、注意事项

1、供应商提交资料中如有虚假信息，一经发现，我行将有权禁

止相关供应商参加后续采购项目；

2、所有报名供应商均视为已无保留地同意我行在采购业务范

围内使用其报名信息；

3、我行有权对于本次供应商招募审核结果不做任何说明。

九、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8月10日17：30。

特此公告

供应商招募公告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近日，美方不顾中
方严正交涉，将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

“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多国人士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美方
行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根
本目的是借香港问题遏制中国发展。

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安德烈·贡恰鲁克说，美国等西方国
家利用香港问题向中国施压，带有明
显政治企图。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他

国无权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表示，美国
将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企
图在香港制造混乱。美国的做法表
明，其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观念，在国际上继续推行双重标准。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
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美方将所
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是对中国
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国际社会和平

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书记艾

哈迈德·马吉达拉尼表示，坚定支持中
国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反
对外国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世界语言大学
教授库兹耶夫说，美国将所谓“香港自
治法案”签署成法，根本不是关心香港
人的“民主”“自由”，明显就是要牵制
和遏制中国发展。

缅甸资深媒体人哥赛赛说，美国
一向自诩“民主典范”，却无视国际关

系准则。香港事务与美国毫无关系，
美国跳出来无非是想极尽所能遏制中
国发展。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加桑·优素
福说，美国将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
署成法，其根本目的是要破坏中国的
和平稳定，打压中国发展。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
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
卡瓦略表示，美国政府企图以其国内
法损害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此举是
美国政府一系列伤害和侵犯中国利益

的措施之一。
菲律宾综合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

员陈兴利说，美国政府以维护香港“民
主”“自由”的名义来对中国发难只是
一种包装，历史上美国煽动别国内部
矛盾以达到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目的的
案例并不少见。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伊斯兰世界研
究所前所长纳赛尔·阿里夫说，美国的
做法伤害中美长期合作关系。在当前
新冠疫情蔓延的形势下，世界需要中
美合作，而不是对抗。

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多国人士批评美国将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

7月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降半旗
志哀。

美国民权运动领导人、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约
翰·刘易斯17日深夜病逝，终年80岁。美国朝野
纷纷悼念，总统特朗普18日下令降半旗志哀。

新华社发（沈霆 摄）

金正恩主持军事会议
讨论加强战争遏制力等问题

新华社平壤7月19日电（记者洪可润 江亚
平）据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劳动党18日举行第
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朝鲜劳动
党委员长、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主持会议。

会后，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
针对朝鲜半岛周边军事形势与潜在军事威胁，检
验主要部队的战略任务和作战动员状态，并讨论
进一步加强朝鲜的战争遏制力这一核心问题。

报道说，金正恩签署了多项命令以执行经批
准的核心任务，并任免了一批军事指挥官。

报道说，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加强对人民军指
挥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开展党的教育指导问题。

科威特埃米尔入院检查
科威特通讯社18日报道，91岁高龄的科威

特埃米尔（国家元首）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
尔·萨巴赫当天入院接受身体检查，83岁的王储
谢赫纳瓦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将暂时代
行其部分权力。

科威特宫廷事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元首目
前“身体状况良好”，到医院是“接受一些检查”。
该部稍后发表第二份声明说，王储纳瓦夫将暂时
代行部分国家元首权力。

萨巴赫2006年1月继任科威特第十五任埃
米尔，先前出任外交大臣、石油大臣和首相等职
务。他2000年植入心脏起搏器，2007年8月成
功接受尿路感染手术。

去年9月萨巴赫访问美国期间入院接受身体
检查，10月返回科威特。

萨巴赫被誉为“现代科威特外交政策的设计
师”。王储纳瓦夫从政经验丰富，已在国防、内政
等部门担任要职数十年。 刘江（新华社微特稿）

民权运动领导人刘易斯逝世
美国降半旗志哀

“恢复基金”分歧难解 欧盟峰会延长会期
由于欧洲联盟

成员国领导人围绕
设立“恢复基金”事
宜分歧巨大，欧盟峰
会在原定两天会期
内未能就此达成一
致，会期延长至 19
日，主持峰会的欧洲
理事会主席夏尔·米
歇尔定于19日中午
向各国领导人提交
再次修改后的“恢复
基金”方案。

法国南特教堂火灾
疑为纵火引发

法国西南部城市南特一座大教堂
18日起火，烧毁教堂内一台有将近
400年历史的大管风琴。市检察官怀
疑火灾由纵火引发，已经启动调查。

圣皮埃尔与圣保罗大教堂位于南
特市中心老城区，18 日上午起火。
100多名消防员经过数小时将火完全
扑灭。没有人在火灾中伤亡。

南特市检察官皮埃尔·塞内告诉
法国媒体，起火点有3处，疑似纵火，
检察官办公室已启动刑事调查。

起火点分别位于教堂主建筑两侧
和放置管风琴的平台。平台目前有坍
塌危险。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
社交媒体称赞消防员冒着危险挽救这
座哥特式建筑。总理让·卡斯泰告诉
媒体记者，他当天下午将去教堂查看
情况，以示对南特市民的支持，同时想
了解发生了什么。内政部长热拉尔
德·达尔马宁和文化部长罗斯利娜·巴
舍洛将陪同前往。

当地宗教人士说，教堂内1621年
安装的管风琴完全被毁，是巨大损
失。另外，教堂主建筑正面年代悠久
的彩色玻璃窗全部破碎。

这座教堂 15 世纪开始建造，
1891年建成，1972年在火灾中部分
损毁，1985年修复完工后重新开放。
南特市长约翰娜·罗兰说，这座教堂是
当地历史和遗产的一部分。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7月18日，消防员在发生火灾的
法国南特市圣皮埃尔与圣保罗大教堂
工作。 新华社/法新

印度阿萨姆邦洪灾
已造成79人死亡

新华社新德里7月19日电 据印度媒体19日
报道，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严重洪灾还在持续，
已有79人在与洪灾有关的事故中丧生，受灾人口
达276.4万。

阿萨姆邦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发布的公告说，
该邦33个县中有26个受灾，其中图布里县受灾
最严重，受灾人数超过46.9万，其次是戈瓦尔巴
拉县，受灾人数为44.9万。全邦至少有2678个
村庄被淹，11.6万公顷农作物被毁。

公告说，当局已在21个县建立649个救济中
心，接待超过4.7万名流离失所的灾民，并为灾民
分发粮油及其他救济物品。

据报道，受雨季影响，流经阿萨姆邦的布拉马
普特拉河及其支流连日来水位上涨，部分地段超
过警戒线，有167座桥梁、涵洞和1600多条道路
遭到破坏。

新华社利雅得7月18日电（记
者涂一帆）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
长18日举行视频会议，承诺继续采
取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支持全球经
济复苏。

当天的会议由二十国集团轮值
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持。会议发表
的公报说，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

济前景仍充满不确定因素。二十国
集团承诺继续采取一切可用的政策
工具，保障人民的生活、就业和收入，
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增强金融体系的
抗风险能力，同时防范下行风险。

会议重申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发挥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作用，
欢迎向该组织提供资金捐助，增强其

危机应对能力，解决低收入国家的关
键资金需求。

会议对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取
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与会官员同意
考虑延长12月到期的最贫困国家债
务暂缓偿付期，并将根据新冠疫情发
展等情况于今年下半年作出决定。

根据会议公报，截至18日，全球

已有42个最贫困国家要求暂缓偿还
债务支付至今年年底，延期支付的债
务总额约为53亿美元。

今年4月15日，二十国集团财长
和央行行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
倡议”，一致同意暂缓有关国家今年
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

二十国集团承诺

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全球经济复苏

北方国家希望欧盟作出更多让
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担心基金分
配给一些国家后缺乏监管，不能得到
有效使用。他希望西班牙、意大利改
革就业和养老金方面的政策。瑞典
则要求将基金中的拨款总额减少至
1550亿欧元，不及欧盟提议的5000
亿欧元的三分之一。一些国家表态
说，如果拨款规模锐减至此，那么设

立“恢复基金”也没多大意义。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8日晚继
续与北方国家“讨价还价”，离开会场
时看似愠恼。随后离开的荷兰首相
吕特告诉媒体，默克尔和马克龙的确
心情不佳，但“这不光是因为我”。

吕特说，最终版本的方案还没达
成，“我们明日继续”。

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以及
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期盼“恢复
基金”尽快设立并投入运作。

与此同时，匈牙利反对欧盟将能
否获得基金与是否在国内改革法制
挂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的
一名发言人说：“任何政治性的前提
条件都不可接受。”

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18日

说：“谈判很激烈，（整个）欧洲受到
‘节俭’国家的钳制。我们必须尽一
切可能明天达成协议，再晚对谁都没
好处。”

经彻夜修改，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定于19日中午再次提交“恢
复基金”方案，得到27个欧盟成员
国的同意和欧洲议会批准后，方案
才能生效。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官员透露，以荷兰为首的
一些欧洲北方地区富裕国家17日
至18日连续两天态度强硬。这些
国家被称为“节俭国家”，包括荷兰、
奥地利、芬兰、丹麦和瑞典。他们反
对欧盟拨款给几个南欧国家，主张
以借款方式救助它们。地理意义上
的北欧五国中，冰岛和挪威都不是
欧盟成员国。

这些国家提出的要求包括，减
少欧盟2021-2027财年预算规模、
减少“恢复基金”中无偿拨款的比
例，以及设置附加条件以便约束受
援国作出改革等。欧盟成员国截
至18日未能就上述几项要求达成
一致。

德国和法国于5月底倡议欧盟
设立“恢复基金”，以救助受新冠疫

情冲击严重的欧盟成员国和行业。
欧盟委员会随后采纳这一倡议，提
议设立总额7500亿欧元（1欧元约
合1.14美元）的“恢复基金”，包括
5000亿欧元拨款和2500亿欧元贷
款。作为让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
歇尔18日提出修改方案，将拨款从
5000亿欧元减至 4500亿欧元，同
时愿意为拨款流程设置“紧急刹车

键”，任何成员国可以在三天窗口期
内动用这项功能。

这些北方国家几乎都是对欧
盟财政收入的净贡献国，即他们上
交欧盟的资金总额大于他们从欧
盟获得的各类拨款总额。作为达
成协议的交换条件，米歇尔承诺，
欧盟将提高对一些国家“份子钱”
的“打折力度”。

多项让步

“不能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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