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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钟经念因保管不善，将昌集用

（2010）第昌化2851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钟经念 2021年1月24日

债权转让公告
湖南金德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海岛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已

经将拥有的对湖南金德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本金925140元及相应

违约金、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

的债权及其从权利（即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 01民终

872号生效判决债权）转让给项辉

（身份证号：460031197104250058)。

现将债权转让事项公告通知债务

人、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并

要求上述人员(包含贵公司）向项

辉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并直

接向项辉履行上述债务。

特此公告。

海南海岛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声明
海南海数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数所（筹）］从未以任何协议
或合同等授权海南积分通证有限
公司使用海数所（筹）的名义开展
海交所业务，海南积分通证有限公
司的TZC通证项目在海交所的所
有交易，海数所（筹）均无任何参
与，也不承担任何相应的法律责
任。对于海交所冒充海数所（筹）
进行的误导宣传、不实宣传，海数
所（筹）对此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
权利。

海南海数所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三亚海棠湾瑧美味餐饮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2001879067，现声明

作废。

●骆建堂不慎遗失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的丰田牌车辆合格证

1张，车架号：LVGB674K5LG540

786，整 车 合 格 证 编 号 ：

YE8071002640774，发证日期：

2020年10月24日，发动机编号：

EC60569，N0：12227593，声明作

废。

●阳昊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5

栋 1902 收 款 收 据 ，编 号 ：

0003126，金额：50000元；编号：

0003226，金额：702156 元，华侨

城·曦海岸项目认购书，编号：

0001286，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金苹果幼儿园

不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陵水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31227101，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金苹果幼儿园（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9028MJY

0937034）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见报起45日内到本园办理

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省儋州市王五镇山营村委会
流 芳 村 的 刘 敏 箕
（460003198810044234），您的车
琼C2A191于2019年10月6日9
时许，在儋州市违反道路运输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现我单位于2020
年1月8日对你作出处罚决定。限
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单位
（儋州市那大镇建设路10号）领取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儋 运 罚
（2020）46080002543号），逾期视
为送达，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儋州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2021年1月25日

公告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狮形
岭 3 栋 1 号 的 李 红 艳
（360311198211303524），您的车
赣 J63808于 2019年 7月 27日 0
时58分，在儋州市违反道路运输

健康营养万宁港北马鲛酬宾
48小时内送货到家13198961639

遗失声明
张凌震遗失恒大·美丽沙18地块2栋

3307房收据，编号：HN0033008，

HN0041037， HN1801374，

HN0041753， HN0037731，

HN0112356， HN0002736，

HN1816286，声明作废。

●岳鑫、岳洋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

业有限公司C区EF栋14户产证

费用收据一张，编号:5319761，金

额:703675元，声明作废。

●羊业进遗失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所有权登记号码：琼儋州（2004）

第 YQ000145 号，船名：琼儋渔

40217,声明作废。

●万宁光亚幼儿园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王变萍不慎遗失海南海花岛特

色街道E-YB-05、06号商铺租赁

保证金，票据号：3030130，金额

24668元，现特此声明。

●海南千和木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公告送达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我单位于
2020年1月17日对你作出处罚决
定。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我单位（儋州市那大镇建设路10
号）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儋运
罚（2020）46080002313号），逾期
视为送达，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儋州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2021年1月25日

公告
海南省儋州市光村镇新地村委会
糯 村 村 的 张 贤 康
（460003198711067692），您的车
琼C29188于2020年9月11日16
时许，在儋州市违反道路运输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现我单位于2020
年 9月24日对你作出处罚决定。
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单
位（儋州市那大镇建设路10号）领
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儋运罚
（2020）46060000170号），逾期视
为送达，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儋州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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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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重建信任是关键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
劳斯·施瓦布认为，2021年是重建信任
的关键之年。他强调，世界正处在重要
的十字路口。新冠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严
重冲击，破坏了国际社会在应对失业、贫
困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努力。各国领
导人必须齐心协力，采取积极、果断和包
容性的有效行动。

此次疫情不仅引发了一场公共卫生
危机，目前已夺去200多万人的生命，同
时也在经济、社会、科技等诸多领域提出
新挑战。世界银行警告说，疫情在2020
年已造成全球经济衰退，未来还可能带
来长期创伤，令全球经济走向“令人失望
的十年”。国际劳工组织表示，疫情给全
球劳动力市场带来危机，使全球劳动者
收入大幅下降。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
工作时长锐减，相当于减少了4.95亿个
工作岗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也
显示，疫情蔓延冲击全球减贫事业，
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
增长，或有近1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21年
全球风险报告》警告说，疫情加剧了贫富
差距和社会分化，拉大了长期存在的健
康、经济和数字鸿沟，并可能在未来5至
10年内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新冠疫情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危

机，需要全球共同应对。施瓦布认为，应
对危机需要信任，信任是面向未来、构建
未来新世界的基础。他强调，后疫情时
代的世界秩序必须由各国共同参与塑
造，不仅需要政治家参与，还需要企业界
支持，尤其需要听取年青一代的声音。

呼唤系统性方案
施瓦布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新冠危机不只是周期性危机，还是系
统性危机，因此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案。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为后疫情时代建
立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提供各方意见。

据主办方介绍，在为期5天的对话
会中，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国际

组织负责人在内的1500多名与会者，将
围绕五大议题展开讨论，包括构建强韧、
可持续和有凝聚力的经济体系，推动负
责任的行业转型和增长，改善全球公域
治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以
及推动全球和区域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娅·扎
希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强调，疫
后经济复苏不能简单回归传统增长方
式，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应成为新增长方
式的核心。

施瓦布也表示，疫情过后，经济体系
必须加强凝聚力，避免产生更多不平等
的状况。同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尤其
需要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中国带来希望
施瓦布此前曾指出，在应对疫情和

推动经济复苏方面，中国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在新冠疫苗公平分配问题引发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之际，中国疫苗的全球公
共产品属性日益凸显。中国成为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在寻求合作
抗疫和推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在构建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方面，中
国的参与不可或缺。在本次“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上，各方期待中国贡献良方。
（新华社日内瓦1月24日电 记者凌馨）

军控条约有望延长 美俄矛盾依旧难解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定于25日至29日以线上方式举行

为疫情下全球合作觅良方
世界经济论坛定于25日至29日以线上方式举行“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将围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这一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如何应
对新冠疫情下全球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技术等挑战，寻求合作抗疫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方案。

美国日前表示寻求把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俄罗
斯随后对此表示欢迎。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的表态显示这一美俄间仅存的军
控条约有望延长，这对两国及全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双方矛盾并不会因
此化解。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21日表
示，美方寻求把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她说，在目前美
俄处于对抗关系之际，延长该条约的意
义更显重要。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旨在限制
美俄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
具的数量。2019年《中导条约》失效后，
该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
俄方此前已多次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

件延长该条约，但美方对此态度冷淡。
双方去年曾就续约问题举行数轮谈判，
10月提议将条约延长1年，但未敲定细
节。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竞选连
任失败后，续约问题便再无进展。

美国新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本月
20日上台后，一改特朗普政府的冷淡
态度，第二天便做出上述积极表态，使
这份将于今年2月5日到期的条约被
延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分析指

出，从时间上来看，美俄在2月5日前
延长该条约还来得及，因为相关手续
并不复杂。

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俄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22日表示，俄方对美国延
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政治意愿
表示欢迎，但认为一切取决于尚待研究
的美方提议细节。俄外交部发言人扎
哈罗娃表示，俄准备立即与美方接触以
尽快延长该条约。

分析人士认为，美俄就延长《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表达积极意愿，背后
各有考量。

从俄方看，延长该条约有利于维护
其在国际战略稳定领域的地位，缓和与
美国的对抗，避免被拖入代价高昂的军
备竞赛。

从美方看，拜登政府认为延长该条
约能继续以可验证的方式限制俄战略
核力量。有分析指出，美俄在核武器现
代化上存在不对称周期，若条约失效，
俄方或在未来数年内获得相对优势，而
延长条约则能确保美方有效的核威慑。

同时，在特朗普政府频繁破坏国际

军控体系后，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延长该
条约并在此基础上与俄方就新议题展
开讨论，向盟友和国际社会展现其对军
控问题的承诺，重塑美国信誉。

此外，支持军控是民主党和拜登的
一贯立场，续约符合其国内政治利益，
也可兑现拜登的竞选承诺。

矛盾难解

美俄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
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意愿，无疑是近期两
国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不过分析人士认
为，长期紧张的美俄关系可能因此稍稍
缓和，但不会根本好转。

一些美国媒体指出，美俄均指责对
方干预内政，并且双方在乌克兰、叙利
亚、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两国关系短期内很难出现实质性改观。

拜登在去年总统选举前“点名”俄罗
斯破坏美国安全与同盟体系，是美国当
前最大的威胁。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
肯19日在国会听证时明确表示，拜登政
府会利用包括制裁在内的政策工具确保
俄罗斯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拜登不会改变
美俄关系的基本盘，也不会改变美对俄政
策的基本调门。遏制俄罗斯仍是美国对
俄政策的目标，双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
短时间内实难缓和。俄科学院美国和加
拿大研究所所长加尔布佐夫明言，俄美之
间的不信任在拜登主政时代会继续下去。

分析人士指出，美俄即使续约，之后
的军控谈判也将非常艰难，两国在该领
域的博弈仍将持续。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刘
品然 胡晓光）

新华社安卡拉1月24日电（记者
郑思远 施洋）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
社24日报道，一艘土耳其船只23日
在几内亚湾遭海盗袭击并被劫持，船
上19名船员中1名阿塞拜疆籍船员已
遇难。

报道说，遇袭船只属于总部设在伊
斯坦布尔的博登公司。该公司发表的

声明说，遭劫持船只名为“莫扎特”号，
原计划从尼日利亚港口城市拉各斯前
往南非的开普敦，结果在几内亚湾遭海
盗袭击并被劫持。

据报道，目前土耳其外交部已与船
上人员取得联系，该船正驶向加蓬。土
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表示，将采取必要
行动，尽快营救船员。

一艘土耳其船只在几内亚湾遭海盗劫持

新华社巴格达1月23日电（记者
张淼）伊拉克警方23日说，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在伊北部萨
拉赫丁省发动袭击，造成5人死亡、4
人受伤。

萨拉赫丁省警方官员穆罕默德·巴
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伊斯
兰国”武装分子当晚在该省东部地区袭
击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一
处岗哨，双方发生激烈交火，导致包括

1名指挥官在内的5名“人民动员组织”
人员死亡、4人受伤。在增援的安全部
队赶到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逃离现
场，其伤亡情况不详。

2017年12月，伊拉克宣布取得打
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但目前伊
境内仍有极端分子伺机发动袭击。本月
21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首都巴
格达市区制造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
件，造成32人死亡、110人受伤。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在伊拉克发动袭击致5死4伤

新华社拉巴特1月23日电（记者
陈斌杰）摩洛哥卫生部22日发布公报
说，摩洛哥正式批准在摩紧急使用中国
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

公报说，摩卫生部下属的国家授
权委员会在认真评估国药集团新冠疫
苗后做出了上述决定，该授权有效期

为12个月。
摩洛哥卫生部23日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950例，累计确诊465769例，其中
治愈441693例，死亡8128例。

摩卫生部22日发布公告说，将于下
周正式启动全国疫苗接种，优先接种对
象为符合要求的新冠病毒易感人群。

摩洛哥批准
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新华社莫斯科1月24日电（记者鲁
金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
日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希
望与美国新一届政府展开对话。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一贯希望与
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俄罗斯希望与美
国展开对话的前提是，双方明确各自分
歧又能找到对话的共同点。他表示，俄
罗斯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将采取灵活
的政策，但这不代表接受美国的粗暴

无礼，美方不能跨越红线。
俄美关系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两国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军控以
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美国总统拜登本月20日宣誓就
职。去年12月，俄总统普京向拜登发
贺电，祝贺其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普京
在贺电中说，建立基于平等和互相尊重
原则上的俄美合作关系符合俄美两国
及国际社会利益。

俄总统新闻秘书：

俄希望与美新政府展开对话

荷兰自23日起实施全国宵禁，每晚9时至次日凌晨4时30分无特殊情况
不得外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荷兰首次实施全国宵禁。为进一步
控制变异新冠病毒传播，荷兰决定从23日起停飞往返英国、南非和多个南美国
家的航班。图为荷兰哈勒姆宵禁后的街道。 新华社发

荷兰实施宵禁并停飞往返多国航班

各有考量

续约有望A

B

C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23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499
万例。

图为23日在美国纽
约，国民警卫队队员在
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接待
民众。 新华社发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
超2499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