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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三亚畅享假期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现声明作废。

项目策划概念性规划
联系电话：13807692323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92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9月22
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华鑫达豪庭
13套房产，每套面积40m2左右，
均价 1.15 万/m2。竞买保证金 5
万/套，9 月 21 日 12:00（到账为
准）截止缴纳，即日现场预展。限
购，过户税费各自承担。标的清
单请关注我司微信公众号“海南
通宝拍卖”获取。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
厦第四层 B 座。电话：0898-
66723114、13036099114。

寻物启事
海口市义兴街11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海口市国用 94 字第

21475号）以及陈氏族谱不慎遗失，

如有拾到者，请联系：陈诗权，联系

电话：13198911112，定当酬谢。

典 当

遗 失商铺出租

拍卖公告
●谭智德（2020年9月8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360321197608241534，特此声明。

●洋浦融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华信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黄柏乃于2020年9月13日不慎

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03199207100232，特此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

府遗失编号：4600151320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张，票号：03077923，

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公安局上埇派出所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0040403， 账 号

21370001040014938，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厨师行业工会委员会不

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

州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09168002，现特此声明。

●儋州市厨师行业工会委员会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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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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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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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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办公商

铺出租。电话：15607550859

转让琼中300亩山地
证照设备全，价格面议，电话

15643399292李

土地转让

寻 物

项目策划

海口市琼泰大厦闲置楼层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9HN0130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琼泰大厦闲置楼层进行
分别招租。琼泰大厦位于滨海大道南侧，是海口市龙华区CBD中
心、国贸世贸商圈核心。大厦北面毗邻万绿园，远眺琼州海峡、世纪
大桥，视觉景观优美。大厦周边写字楼林立，商业繁华；酒店、餐馆、
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该大厦是企业区域总部、金融
保险、律所、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所的绝佳选择。一、本次招
租房产为琼泰大厦首层、5、6、9、10、12-16、18-20层。除首层面积
为372.81m2，其它楼层均为1712.32㎡，每层分南、北两侧，每月租金
为21436.58元至169519.68元不等。二、租赁期限为5年，以成交价
作为第一年月租金，以后每3年租金递增3%。三、本项目招租交易
方式：1、除首层外其它楼层半层起租，整层租赁优先；2、意向承租方
资格审核；3、意向承租方资格审核通过后，交易方式采用“一人报
名，协议成交；两人以上报名，网络竞价、价高者得”确定承租方。四、
公告期：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10月15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
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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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
0898-66558003施女士、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9月14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9月12日在《海南日报》A09版刊登的《龙栖湾旅

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E-08、E-09地块用地规划条件调
整论证报告批前公示，现将有关事项更正如下：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①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dxghw@163.com;②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祥西路6号规划委员会（原公安局办公大
楼），邮政编码：572500；③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因网络空间有限，仅公示重点内容。如需详
情，请咨询县自然资源规划局。更正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①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ldxgtj@qq.com;②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乐东黎
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1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村镇规划岗，邮政编
码：572500；③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因网络空间有限，仅公示重点内容。如需详情，请咨询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村镇规划岗。公告其他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3日

海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人）以其持有的位

于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土福湾20000平方米土地，对外招商，合

作开发。现将招商合作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内容：对招商人所持有的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

土福湾20000平方米土地进行合作开发（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

中），建设海南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基地。

二、合作方式：招商人提供建设用地，投资人提供本项目后续

全部开发建设资金，以招商人名义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管理工

作。双方收益按最终合作合同确定的分成比例进行分配。投资人需

履行招商人与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签订的《产业协议》项下的相关

义务（可查阅）。

三、资质要求：1、在国内依法注册登记并有效存续的内资企

业，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报名当日提供在公告期间开具的

银行资信证明）。2、缴纳投标保证金2000万元人民币，打入招商人

指定账户。3、承诺完全接受《招商指引》关于投资人资格、合作条

件、不可谈判条款以及操作程序等方面的所有规定和要求。

四、招商文件的获取：项目招商公告在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官方网站（http:// /www.hainanjk.com）同步发布，请意向投

资者前来招商人处咨询、报名并提取本招商项目相关材料。

五、公告时间：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25日下午5：30。

六、招商项目保证金：保证金2000万元人民币，必须在2020

年9月25日上午11：00之前付至招商人指定账户（以招商人收到

该保证金的时间为准）。

七、报名及提交初审报名材料时间：2020年9月14日至2020

年9月25日下午5：30，办理报名及提交初审报名材料。

八、提交及开封评审文件时间：提交时间2020年9月28日上

午9：00至10：00，开封时间2020年9月28日10:00开评审会。

九、联系方式：联系人：胡女士，联系电话：18907575488。

十、报名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33楼。

海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招商公告

国际观察

阿富汗和谈启动 和平难一蹴而就

阿 富 汗 政
府、阿富汗塔利
班以及该国其他
派别 12 日在卡
塔尔首都多哈开
始和平谈判。分
析人士指出，阿
政府和塔利班开
启面对面谈判本
身就是一个重要
进展，但双方立
场存在巨大差
异，谈判恐难一
帆风顺。

参加和谈的阿富汗政府代表团由前
情报局局长穆罕默德·马苏姆·斯塔尼
克扎伊、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
卜杜拉·阿卜杜拉、代理外交部长穆罕
默德·哈尼夫·阿特马尔等组成。塔利
班代表团由宗教学者谢赫·阿卜杜勒·
哈基姆、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
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等组成。

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
拉在谈判启动仪式上表示，双方必须抓
住千载难逢的良机，在阿富汗实现和平，

“规划所有阿富汗人接受和支持的新未
来”。阿代理外长阿特马尔说，停火问题
将是和谈的第一个议题，希望谈判开启
后，阿富汗国内暴力活动能够显著减少。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在
谈判启动仪式上强调，停火和开启谈
判是结束阿富汗冲突的唯一途径。

《阿富汗时报》12日发表社论指出，
军事手段已被证明无法解决阿富汗的
许多关键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

有通过谈判。无论过程有多么曲折，谈
判都是阿富汗前进的唯一选择。

阿富汗塔利班此前一直拒绝与阿
富汗政府直接对话，称阿政府是美国的

“傀儡”。根据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方面
今年2月底达成的协议，阿富汗政府应
释放5000名塔利班在押人员，塔利班
则保证释放1000名被扣押的政府人
员。但由于阿政府与塔利班存在分歧，
双方交换在押人员的进程多次中断，导
致本应于3月启动的对话一再推迟。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政府和塔
利班之间开启首次面对面谈判，为通
过政治途径结束该国持续近20年的冲
突带来希望。但此次和谈是在美国全
力施压下才艰难启动的，阿富汗政府
与塔利班之间在诸多核心问题上的分
歧依旧严重，因此谈判将面临不少困
难，阿富汗和平前景仍不容乐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
时曾承诺，如果他当选，将从阿富汗撤
军。随着今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临
近，特朗普急于展示在阿富汗问题上取

得的外交成果。因此，最近几个月来，
美国持续对阿富汗各方施压，力促阿内
部对话尽早启动，以便为美国从阿富汗
撤军、兑现特朗普竞选承诺创造条件。

然而，在永久停火、政体选择、宪法
改革、权力分配、塔利班武装人员未来
去向以及女性和少数族裔权利保障等诸
多问题上，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分
歧巨大，双方在谈判中都不会轻易让步。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专家迈克
尔·库格尔曼认为，指望阿富汗政府与
塔利班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是“不现

实”的，这种谈判通常会持续多年。
《阿富汗时报》发表社论称，由于

塔利班试图推行神权统治，说服塔利
班接受民主共和制政体将是一个棘手
的问题。

阿富汗《永恒日报》总编辑汗·穆罕
默德·达尼什朱认为，塔利班内部也存
在分歧，就算那些身处多哈的塔利班成
员同意与阿富汗政府和解，还是会有一
些塔利班指挥官反对和平进程。

（新华社喀布尔9月12日电 记者
陈鑫 邹德路）

谈判是唯一选择

和平仍道阻且长

新华社喀布尔9月13日电（记者
陈鑫 邹德路）阿富汗警方13日说，阿
北部昆都士省一个安全检查站当天凌
晨遭到塔利班武装袭击，造成5名警察
死亡，另有4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被打死。

昆都士省警察局发言人埃斯马图

拉·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
说：“13日凌晨，一伙塔利班武装人员
对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郊外欣瓦里
一安全检查站发动袭击，现场警察还
击并击退袭击者，共有5名警察和4
名袭击者丧生。”袭击结束后，阿安全

部队在欣瓦里地区展开行动，搜捕其
余武装人员。

此外，坎大哈省警察局发言人贾马
勒·巴拉克扎伊13日告诉记者，12日夜
在坎大哈省迈万德地区，一辆汽车被警
方拦截时车上炸弹被引爆，造成一名警

察死亡、3名警察受伤。巴拉克扎伊指
责塔利班发动了这起炸弹袭击。

本月12日，阿富汗政府、阿富汗塔
利班以及该国其他派别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开始和平谈判。但塔利班对阿安
全部队和政府机构的袭击仍未停止。

阿富汗北部一检查站遭塔利班袭击
致5名警察死亡

据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记者张
家伟）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12日宣布，
该公司已恢复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发
的一款新冠疫苗在英国的临床试验。

据美国斯塔特网站8日报道，一名英
国受试者在接种这款名为AZD1222的疫
苗后，出现“疑似严重不良反应”，导致临床
试验暂停。阿斯利康公司当时在一份邮件
声明中表示，因有受试者出现“可能无法解
释的疾病”，公司已主动暂停疫苗接种并启
动审查程序，该做法属于“常规操作”。

阿斯利康公司12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该公司6日即暂停了其在全球多地开展的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以便由独立委员会审
查相关安全性数据。如今审查程序已完

成，疫苗安全性获得了独立委员会和英国
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的认可。公司将继续
与其他国家卫生监管机构合作，以尽快确
定何时恢复在这些国家的疫苗临床试验。

阿斯利康公司官网8月31日发布的
信息显示，AZD1222疫苗已在美国启动
3期临床试验，在英国、巴西和南非也已
进入后期临床试验阶段，按原计划还将在
日本和俄罗斯启动临床试验，预计这些试
验总计会在全球招募5万名受试者。

虽然疫苗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欧
盟、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多地有
关部门和企业已宣布与阿斯利康公司达
成协议，以在临床试验成功后获得该疫苗
或其生产许可。

阿斯利康恢复其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连日来，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多地山火持续侵袭。根据当地官
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山火已造成24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图为9月12日，在美国
俄勒冈州米尔城，一名男子站在房屋废墟中。 新华社/美联

美国西海岸山火持续蔓延
致24人死亡 数十人下落不明

德国国家拳击队在奥地利朗根费尔
德训练期间，25名成员均感染新冠病毒，
但没有重症患者。

德新社12日以德国拳击协会秘书长
米夏埃尔·米勒为消息源报道，拳击队18
名运动员以及7名教练和领队全部感染
病毒。不过，米勒说：“幸运的是，没有重
症，有些人出现嗓子疼等轻微症状，其他
人什么感觉都没有。”

拳击队成员去奥地利前两次接受病

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德国《明镜》周刊先前报道，拳击队8

日首次有队员出现感染症状，次日晚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拳击队下榻酒店曾住过一支德甲球
队。那支球队中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在拳
击队入住酒店时，感染者仍在酒店房间中
隔离。不过，球队方面说，感染者完全执
行防疫规定，从未接触拳击队成员。

欧飒（据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国家拳击队全员感染新冠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各国旅游业受新
冠疫情重创，今年全球民众出国旅行的需
求预计减少57%。

共同社13日援引牛津经济咨询公司
的一份报告报道，各国在疫情中加强边境
管控和隔离措施，民众减少旅游和出差，
尤其是出国旅行需求骤减，今后几年都难
以恢复。

报告预测，出国旅行需求最早要到
2024年才有望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国
内旅行需求的恢复速度略快，有望2022

年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在全球各地区中，北美地区作为旅游

目的地所受打击最大，预计游客人次今年
缩水70%。

城市和乡村相比较，城市旅游业所受
打击更大。报告预测，在全球城市中，旅
游业受打击最大的前10个城市均在美
国，包括纽约。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上月说，预计全球
航空客运量最早要到2024年有望恢复至
疫情前的水平。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报告预测全球出国旅行需求减少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