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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海南天恒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27324115269M）、澄迈欣世诚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3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069663611Q）
双方分别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海南天恒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吸收
合并澄迈欣世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完成后，海南天
恒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为600万元。澄迈欣世诚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将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
双方的债权债务由海南天恒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继承，请相关债权
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视为债权人充分知
晓本次吸收合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将由海南天恒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按照相关债权文件
的约定按时偿还债务，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 系人：林燕芬
联系电话：18789300295
联系地址：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盈滨大道半岛海洋国际E2栋2楼

海南天恒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澄迈欣世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25日

吸收合并公告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信息显示，为丰富铁路企业物资采购渠道，
不断促进路内企业需求与社会资源供应高效匹配，目前，国铁商城
正式面向全社会招商，与广大供应商、企业共享百亿级铁路采购市
场，畅享一站式服务新体验。

据介绍，国铁商城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专业
化、信息化、集约化、智能化，覆盖全国的铁路特色采购交易平台，
由国铁物资有限公司建设运营，是国铁集团及所属企业实施采购
的唯一平台。平台充分挖掘行业资源，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努力为广大客户提供公平公开、高效便捷、
质优价美的交易服务，降低交易成本。

自2020年1月1日上线试运行以来，国铁商城运行稳定，社
会影响力不断扩大。2020年6月30日平台正式上线，交易额屡创
新高，全面推动铁路物资采购迈入“电商化时代”。

目前，国铁商城商品种类丰富、款式繁多，涉及多个行业和
领域，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国铁集团下属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及
所属企业的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工业品、劳保用品、粮油食品、

日用百货、生鲜冷冻、通用工具等14类商品均在国铁商城采购，
需求量大、市场稳定，有利于供应链长期发展。后期，该平台还将
不断外拓市场，面向社会和广大个体消费者开放，前景广阔，商
机无限。

据了解，本次国铁商城招商初期对所有入驻商户实行“免收店
铺租金、免收销售差价、免收交易服务费”的“三免”优惠政策。同
时，广铁集团安排专人，对入驻商户从前期注册账号到进驻申请，
再到后期开店运营，给予全程技术支持和服务。并通过铁路大数据
支持，精准洞察用户需求，为入驻商户提供不同时段和场景下的智
能化解决方案，协助供应厂商进行企业升级管理。

“供应商户入驻时，我们会安排客户代表一对一进行现场服
务指导，并提供店铺运营教程，全程答疑解惑，保障无忧开店。”
广铁集团货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关“国铁商城”入驻条件和
具体操作流程，入驻商户可登录http://mall.95306.cn网站或致
电 020-61356285（广东地区）、0731-82630620（湖南地区）、
0898-31684732（海南地区）垂询详细情况。

共享百亿级铁路采购市场 面向全社会电商消费受众
国铁商城正式面向全社会招商

打造公平、诚信、合作、共赢的商城生态圈

遗失声明
海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园海口

粤通酒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90133238-7,声明作废。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刘畅律师

于2021年3月23日遗失了海南省

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 ：14601201010606152，流 水

号：10715710，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宜欣城粉叔陵水酸粉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01061223493，现声明作废。

●海南志远精艺装修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A0P577），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三才母婴岛孕婴专卖店（统

一 代 码 92469034MA5RWCLK

5J）不慎遗失公章、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727112，声明作废。

●海南聚能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聚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潘梅琼遗失座落于大致坡圩沿

新北街2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大致坡国用（91）字第0257号，

声明作废。

橡胶整体外包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拟对

所属橡胶整体外包经营，诚邀省内

各公司参加竞标响应：一、标的：

77926株可割橡胶树。二、位置：

●洋浦佳艺广告图文社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5198901，公章一枚，法

人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王金蓉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证书(现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证书编号：986113，特此声明。

●长春市华阳储运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1735929195P）遗失车辆

合 格 证 一 证 ，车 架 号 ：

LFV3A23C4L3058586，声 明 作

废。

●海南快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91469006MA5TN2RJ0U）公

章磨损，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雅豪家具定制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合同

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朱景献遗失房屋座落海口市美

兰区滨江新苑A区11栋102房房

屋租赁证，房屋所有权号：美房租

证[2018]第 28252 号，现声明作

废。

我司所属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

碌镇和十月田镇境内各橡胶种植

园地。三、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包括农

业生产或橡胶生产。四、报名时

间：2021年3月22日-26日。五、

报名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

石碌镇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

司。联系人：麦先生

电话：13976711153

债权债务公告
各位债权人：

为了理清海南全库商品调剂（网

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

务，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前，凡与全库公司的

债权债务、担保、借款、以及资金、

账务往来的单位或者自然人，请持

有效债权、担保和付款往来等凭

证，在本公告规定的时间内(自本

公告刊出之日起30天内)向债务

人主张权利。逾期未予追索的，视

为自动放弃。电话：14610122222

海南全库商品调剂（网络）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声明
三沙海天蓝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600MA5RHG795G）2018
年1月2日丢失财务章和公章各一
枚，2020年12月5日寻回，丢失期
间所有盖章文件、合同公司全部不
认可，2021年3月23日财务章和
公章又丢失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海螺专营店遗失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

暂付）专用凭证，号码：0225977、

0225978、0225979，特此声明。

●琼海中源瑞君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挺德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秀

路39号申鑫国际广场A516房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20）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20678号，特此

声明。

●吴挺德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秀

路39号申鑫国际广场A519房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20）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20679号，特此

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明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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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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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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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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求购海南土地、房产
联系人：刘先生18523293670

求 购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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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海口深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云弟、陈显明、
陈晓昕、郑曼妮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463-
465、517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裁字〔2021〕第240-243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测量队拟向海
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1年3月26日起90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航道疏浚工程队拟向海南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21年3月26日起90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临高县作家协会遗失公章(钢印)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邹晟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 8#2406 房

（770000 元）收据一张，编号：

7932462，特此声明作废。

●杨漫娟不慎遗失万宁市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证书登记

号:04078，特此声明。

●万宁萧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陈玉玲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抱由镇毛九公路北中铁七

乐花园16号楼5单元102房，房产

证号为：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603491号，现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头村

委会不慎遗失昌江黎族自治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基本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04896604，声明作废。

●本人徐淑华遗失长影长流（海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专用

收据两张，编号 0002390，金额

50000.00元；编号：0001357，金额

1472758元；声明作废。

美欧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就对华政策重新恢复双边对话

“美国回来了”？欧洲有取舍

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重建跨大西
洋关系，但美欧之间诸多重要分歧仍未消
除。对此，德法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有
清醒认识。

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
支持跨大西洋关系进入新篇章，但同时强
调，欧美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相同，“我对
此也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
探讨我们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指
出，强化欧美盟友关系并不影响欧洲追求
战略自主，欧洲应“更多地负责自身安全”，
以“重新平衡”跨大西洋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刁大明认为，拜登政府谋求通过与
欧洲、亚洲盟友间的互动修复关系，但紧密

的互动安排与盟友关系的完全修复不能画
等号。“欧洲已经看清，美国虽然‘回来了’，
但也只是有限的回来。虽然拜登一直说要
强化盟友关系，但由于美国自身国力以及
政策持续性的问题，它对盟友的经济、军事
投入将很难满足盟友的战略需求，战略自
主是欧洲的必然选择。”

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研究员丹尼
尔·德佩特里在《新闻周刊》网站上刊文指
出，美国官员倾向于认为，欧洲或亚洲的盟
友会自动跟从华盛顿的节奏。但即便是盟
友也有自己的利益、优先重点和权利。中
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美国是否
愿意看到，欧洲对北京的政策将始终牢记
这一经贸关系”。

德国《经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巴龙
认为，中国对欧洲与其说构成威胁，不如说
带来机遇。对欧洲构成威胁的恰恰是华盛
顿拒绝放弃其全球霸权并试图阻止中国进
一步崛起。“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例如在‘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合作，将为欧洲尤其
是德国提供大量经济增长机会。”

刁大明说，特朗普政府执政的4年，
跨大西洋关系全面动摇，美欧不但在政
治和安全领域出现分歧，在以价值观为
导向的全球治理方面也显露出矛盾。这
些矛盾不可能因为美国政党轮替就得到
全部解决。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赵卓
昀 郝薇薇）

布林肯和博雷利在布鲁
塞尔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
明称，双方均认为“对华关系
具有多面性，包含了合作、竞
争和系统性较量”，双方同意
合作应对“俄罗斯的挑战行
为”，包括“入侵”乌克兰和格
鲁吉亚、散布“虚假信息”、

“干预选举”、“网络攻击”
等。此外，美欧还同意在经
济、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
问题上开展合作。

这是布林肯上任以来首
访欧洲。其间，布林肯参加
了北约成员国外长会，并与
欧盟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分
析人士认为，布林肯此次欧
洲之行旨在修复前任特朗普
政府对美欧关系造成的伤
害，协调美欧双方在国际问
题上的立场。

但美欧在一系列问题
上的分歧依旧明显。例如，
布林肯在会见德国外长马
斯时再次就连接俄罗斯与
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
道项目向德方施压，警告说
美方会对参与者实施制
裁。布林肯也提到德国军
费开支不足的问题。

布林肯还会见了土耳
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就土方
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
和“人权”等问题继续对土
施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4日发表联合声明称，美欧同意就对华
政策重新恢复双边对话，同时将合作应对俄罗斯的“挑战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此次访欧主要在
于传递“美国回来了”的信号，协调美欧在对待中俄等多项议题上的立场。但欧洲显然也有自己的利益
考量，与美国的诸多分歧不会很快消除，也不可能为迎合美方的“私心”而损害自身根本利益。

美对欧又拉又压

欧对美有取有舍

3月2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右）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新华社纽约3月24日电 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4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例。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4日18时
27分（北京时间25日6时27分），美
国累计确诊病例30001245例，累计
死亡病例545053例。美国是全球
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
最多的国家。

目前，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
州是加利福尼亚州，为3647735例；

其次是得克萨斯州，为 2765635
例。佛罗里达州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02万例，纽约州超过181万例，伊
利诺伊州超过122万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于
2020年11月9日超过1000万例，今
年1月1日超过2000万例。从1000
万例增至2000万例用时53天，从
2000万例增至3000万例用时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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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各地区数据。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3000万例

韩国统计局25日发布的调查数
据显示，韩国13岁至29岁的年轻人
中，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结婚后“不
一定”要生孩子。

韩联社援引这份报告报道，
2020年调查显示韩国所有年龄段人
群对婚后生娃的意愿都有所降低。

在不小于 13 岁的受访者中，
32%认为结婚后“不一定”要生孩子，
高于2018年的30.4%。

韩国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
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2020 年为

0.84，跌至历史新低。这是韩国总
和生育率连续三年低于 1，其中
2018年是0.98，2019年是0.92。若
要保持韩国人口数量稳定，总和生
育率需达到2.1。

最新报告说，韩国65岁及以上
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2020年为
15.7%，2019年则为14.9%。当这一
比例达到20%，将意味着韩国迈入

“超高龄社会”，不少人预测韩国会在
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民调：年轻人越发不愿生娃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24日
宣布取消前一天出台的复活节期间
防疫封锁措施，称出台这一措施是

“错误”。
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说，制定这一

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我们无疑
想减缓和扭转第三波疫情”。然而，这
一措施“将触发额外的不确定性，我对
此深表歉意，请求所有国民原谅”。

与各州州长彻夜商讨后，默克尔
23日凌晨宣布出台获称“复活节休息
日”的防疫措施，内容包括4月1日至5
日所有商店关闭，仅4月3日、即复活
节前一天可有条件开放食品超市和加
油站等。节日期间所有线下宗教活动

叫停，政府呼吁民众居家过节。
多家媒体报道，这是德国政府迄

今最为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
不少行业及商家强烈反对这一措

施，理由是这将进一步重创德国经济；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则认为措施“不够
严厉”，无法遏制德国的新冠病毒感染
率“指数级上升”；不少民众担心，节日
期间将无处采购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鉴于反对意见强烈，默克尔24
日早些时候再次召集各州州长举行
视频会议，随后宣布取消“复活节休
息日”措施。默克尔称，这一措施带
来“太多问题”，涉及工资发放、企业
运营等。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取消复活节防疫封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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