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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上演了一
波上涨行情，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6.4099，创近3年来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人民币
对美元走强，主要受到中国经济恢复
态势良好、美元指数走低等因素影响。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为人民币汇率
提供了重要支撑。英国《金融时报》日
前刊文说，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
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元结构性
疲软，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潜在的优势。

文章说，尽管受到贸易摩擦和新
冠疫情扰乱，中国出口行业继续取
胜。这证明了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的
韧性以及出口商的抗压能力。

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变化也影响
着人民币汇率走势。今年以来，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有升有贬。具体来看，

年初人民币走势比较强，3月一度呈
现阶段性贬值，4 月以后又重拾升
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元指数
的反向变化，即美元指数涨人民币跌，
美元指数跌人民币涨。

在欧洲疫情反复和美国国债收益
率显著上涨等因素刺激下，美元指数
在今年3月份出现反弹行情，3月底一
度升至93点上方。随后，美元指数震
荡下跌，并于近日再度跌至90点下
方。5月 25日，美元指数最低跌至
89.54点，接近3年低点。

外汇经纪商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
托尼·辛卡摩尔表示，人民币升值是多
种力量作用的结果。近日公布的国际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对美
国股市的兴趣可能正在减弱。同时，
欧洲国债收益率在上升，而美国国债

收益率在下降。这一在2月推动美元
飙升的因素如今在反转后也导致美元
走弱。

中国央行日前表示，今年以来，人
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银
行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
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制度，这一制度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
期都是适合中国的汇率制度安排。

展望未来，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
在强劲经济和通胀数据压力下缩小资
产购买力度的预期将对美元构成支
撑，美元难以出现持续的单边下跌或
上涨，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呈现双向波
动特征。

（据新华社纽约5月26日电 记
者刘亚南）

4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上演了一波上涨行情

人民币汇率升值成因几何

新华社华盛顿5月26日电 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26日表示，
在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很严峻、国际
社会普遍期待各国协力应对之际，一
些政治势力实不该又在新冠肺炎疫
情溯源问题上玩政治炒作、抹黑甩锅
的老把戏。

发言人说，关于疫情溯源问
题，我们一直主张在基于事实、尊
重科学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以
更好地应对人类未来的突发重大
疫情。如果将疫情溯源的科学问
题政治化，不仅很难找到病毒源
头，还会让“政治病毒”蔓延肆虐，

让国际防疫合作举步维艰。
发言人强调，从对人类卫生健康

负责出发，我们支持对全球各地发现
的所有新冠疫情早期病例进行全面
核查，对某些散布全球又往往秘而不
宣的基地、生物实验室等进行彻查，
而且要“完全、透明、基于证据”地一

查到底，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发言人指出，去年疫情发生以来，

正是由于一些政治势力罔顾本国人民
的抗疫需求和国际社会的防疫合作
愿望，热衷于搞政治操弄和指责游
戏，酿成大量民众丧生的人间悲剧。

发言人说，殷鉴不远，在当前全

球疫情形势仍很严峻、国际社会普遍
期待各国协力应对之际，有些人又开
始故伎重演，难道他们这么快就淡忘
了此前的惨痛教训？难道是想看到
悲剧重现？如此不负责任之举何以
面对本国人民？何以面对国际社
会？何以面对人类良知？

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

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问题政治化把戏可以休矣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马里军方
扣押过渡政府领导人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26日电（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安理会26日发表媒体声明，强烈谴责马里
军方扣押过渡总统巴·恩多和过渡总理莫克塔·瓦
内等领导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要求军
方人员立刻返回军营。

声明表示，强行更换过渡领导人，包括强迫过
渡领导人辞职是不可接受的。声明对当前事态可能
对马里在反恐、落实和平协议、稳定该国中部局势的
努力带来负面影响表达关切，对非盟和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的斡旋表示支持，并敦促马里各方配合斡
旋努力，以确保恢复由非军人领导政府的过渡进程。

本月24日，恩多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过
渡政府组成名单，但前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的两
名成员没有进入名单。随后，恩多和瓦内被军人
带至距首都巴马科约15公里的一处军营，就新一
届过渡政府名单进行“沟通”。马里军方当地时间
26日晚说，恩多和瓦内已于当天辞职。

瑞士宣布终止与欧盟的
双边框架协议谈判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6日电（记者凌馨）瑞士
联邦政府26日宣布，拒绝签署与欧盟的双边框架协
议，并停止与欧盟就此协议草案继续谈判。这表明
瑞欧双方针对该协议长达七年的谈判宣告失败。

瑞士政府在公报中说，瑞士联邦委员会当天
就该框架协议的谈判结果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
瑞欧双方在协议的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
歧”，签署协议的条件无法满足。

据了解，瑞欧双方的主要分歧集中于人员自
由流动、跨境劳工薪资和福利待遇以及对部分行
业的国家援助等问题。瑞士地处欧洲腹地，但并
非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长期以来，瑞士通过上
百个双边协议，与欧盟保持密切的经贸和人员往
来。目前，欧盟是瑞士第一大贸易伙伴。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许可 伍岳）针对近日美国总统拜登
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有关涉华言
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表示，
美方口口声声要中国参与全面、透
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那就
请美方也能像中国一样，本着科学的
态度，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
合作，充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态的。

赵立坚说，中国实验室泄漏病毒
极不可能的结论已经清楚地记录在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联合专家组的研究报告中，这是权威
的、正式的、科学的结论。联合专家
组国际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方
的开放透明态度给予积极评价。

他说，美国一些人全然无视事实
和科学，全然不顾自身溯源的诸多疑
点和抗疫失利的惨痛事实，反复鼓噪
要对中国进行再调查。这充分说明
美方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相，也没有
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而是想借
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锅推
责。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是对人民

生命的不负责，更是对全球团结抗疫
努力的破坏。

赵立坚说，美国新冠肺炎确诊和死
亡病例数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不深刻
反思，反而企图甩锅中国，他们居心何
在，良心何安？美国德特里克堡疑云
重重，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散布全球，
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2019
年7月，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不明原因
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大规模暴
发“电子烟疾病”，这又有什么隐情？

“美方何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相关
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息？美方欠国

际社会一个交代。”他说。
赵立坚表示，美方口口声声要中

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
国际调查，那就请美方也能像中国一
样，本着科学的态度，立即同世卫组
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对美国进行全
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
充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为人类早
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作出积极贡献。

他说，此次美国企图动用情报力
量来搞所谓“调查”，其动机和目的一
目了然。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的黑

历史早已世人皆知。当年他们把一
小瓶洗衣粉当作伊拉克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证据，自导自演“白头盔”组织
摆拍所谓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视频
等，这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杰作”。
美前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大言不惭地
称，“我曾担任中情局局长。我们撒
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
门课程专门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
断进取的荣耀。”

“这种毫无信誉的情报部门搞出
的所谓‘调查’结果，又有何公信力可
言？”赵立坚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

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合作

亚美尼亚称6名士兵
在边境遭阿塞拜疆逮捕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5月27日电（记者李铭）埃
里温消息：亚美尼亚国防部27日说，6名亚美尼亚
士兵当天在靠近阿塞拜疆的边境地区被阿军逮捕。

亚国防部在其官网发布消息说，6名亚军士
兵当天清晨在与阿塞拜疆接壤的格加尔库尼克省
边境地区被阿军逮捕。目前，亚方正努力使阿方
释放这6名士兵。

同日，阿塞拜疆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一些亚美
尼亚军人当天试图进入阿境内的克尔巴贾地区，
阿军采取行动逮捕了这些人。本周早些时候，亚
美尼亚国防部说，一名士兵在亚东部格加尔库尼
克省的维林·绍尔扎村附近遭到来自阿塞拜疆方
面的射击身亡。对此，阿塞拜疆国防部予以否认。

2020年9月27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
卡问题爆发新一轮冲突。同年11月9日，俄罗斯、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签署声明，宣布纳
卡地区从莫斯科时间10日零时起完全停火。

图为人民币和美元的现金展示。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陈增双因保管不善，将临集用（15）
字第0524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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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陈增双
2021年5月25日

●海南汪旺宠物有限公司的公章、
财务章因日久变形无法使用，现声
明作废。
●洋浦为民药行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一 张 ， 核 准 号:
J6410004342101，声明作废。
●皇朝俱乐部不慎遗失娱乐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编 号 ：
469400160071，声明作废。
●周湛博遗失士兵证一本，士兵证
号：20160057913，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什
奋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
政信用社开户许可证，账号:
1006076100000108，核 准 号 ：
J6410011911301，声明作废。
●海南新光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网点编码：HNHKF021）遗失中
国移动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资金
往来购机押金收据 1 份，编号：
5060691，金额：50000元，声明作
废。
●李俊皇遗失澄迈县金江镇吉宅
岭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3100217020019J，现特此
声明作废。
●吴多琛遗失澄迈县金江镇白沙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3100240040036J，承包经
营权证流水号：314055，现特此声
明作废。
●徐济杰遗失澄迈县金江镇大塘
村黄龙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3100200020041J，现特此
声明作废。
●王世业遗失澄迈县金江镇龙坡
村龙腰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3100224050048J，现特此
声明作废。

延期拍卖公告
我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的第210521期“三亚
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债权本息人民币 1,019,660,
677.67元”拍卖会因故延期举行，
具 体 时 间 另 行 通 知 。 电 话 ：
13519892888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
公司 2021年5月28日

公示
我处已受理曾繁飞等人申请办理
曾爱平遗产的继承权公证。申请
人陈述，曾爱平曾用曾爱萍的名字
登记了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陵城
镇中山东路68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0203号]、《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房字第0108号]。现在世的法定继
承人为曾繁飞、曾繁玲、曾繁荣、肖
富利；并协商确定曾繁飞的监护人
为曾繁荣。凡对上述遗产继承有
异议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张，其
法律责任自行承担。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联系
人:陈儒勇 0898-83324148。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符贵富不慎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460031198112073631，证件流水
号：4600020402，声明作废。
●符国强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伟水库管理所林权证，证号：白府
林证字（2008）第3831号；林权证
编号：B460801898961号，现声明
作废。
●弓成伟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资格
证，证号为：230106198909050011，
声明作废。
●海南翔风企业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雪龙鲜奶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50003862，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镇乌场村民委员会
遗失海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1156903，现声明作废。
●海南万通工贸发展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注册
号：20126776-4；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裕华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注册
号：28406471-8；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宏祥工贸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注册号：
28401101-8；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建华实业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注册号：
20132477-3；公章，声明作废。
●琼海市美景幼儿园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副本，教民号为：0622016010，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中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黄小芳（于2021年5月26日）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35198104263422，特 此 声
明。

公示
我处受理黎英杰的曾用名公证申
请，经我处审查，黎英杰持有能证明
登记为曾用名黎亚喜的现位于陵水
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新兴三巷34号
的一处土地材料（1984年12月04
日取得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人民
政府颁发《房宅定居证明书》）。凡
对上述土地有异议者，自本公示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向我处提出；如逾
期不主张，其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电话: 0898-83324148，
联系人: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2021年5月2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秀英分局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21年5月28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公告
海南业茂律师事务所即将办理负
责人变更登记，相关债权债务人如
有异议，请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提出。特此公告。

海南业茂律师事务所
2021年5月27日

减资公告
海南中允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95KP7F）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联系人：纪琳13876579009

声明
兹有海南省万宁市南林镇三角楼
益禾堂，姓名：郑义凯，身份证
号 码：460034199310194710，于
2018年8月6日同武汉熠和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
合同号：58080080，由于本人保管
不慎，将特许加盟授权书、商标使
用授权书、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司商标注册证、特许经营合同、
补充协议遗失，特此声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国用(1997)第 01-
988号土地证的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1]187号
邱花丽、王槐成向我局申请办理土
地使用权证遗失补证业务，申请宗
地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丁村二巷
1021 号，土地面积 120.01 平方
米。该宗地原土地使用证号为琼
山国用（1997）第01-988号，已登
报挂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该
土地使用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如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我局龙华分局提出书
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
证。特此通告。联系人：孙先生，
66987211。 2021年5月24日

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张一春：就海南言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及修改公
司章程有关条款事宜，定于2021
年6月16日9点，在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镇南海大道1132号海南言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股东会议进行议定，请您参加。
特此通知。海南言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8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程曦因保管不善，将琼(2020)临高
县不动产权第0001386号《不动
产权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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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不动产权
证书作废。

声明人：程曦
2021年4月26日

● 张 圆 圆（ 身 份 证 号 码:
412725196512050062）遗失海南
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中华坊海棠园24#308房购房
收据，收据号码:271170，金额:
930000元；购房协议书，声明作
废。
●徐传乐遗失消防救援干部证，证
号:应急消字第 11600666 号，特
此声明。
●海南一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码：460000000200829）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2-1，声明作废。
●海口明昊远通讯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屯昌县南坤镇加总村民委员会
遗失屯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
坤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8455304，声明作废。
●东方王扬帆建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9334502，声
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加龙村民委员会
遗失农村商业银行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3310202，
声明作废。
●符地杰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白穴村委会的集体土地使
用证，证号：东方集用（2010）第
01140号，声明作废。
●陈娇珠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201146000016，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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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海南一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000200829）拟向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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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合作或招租公告
我公司管理的位于海南省定安县
仙沟仙屯坡的土地（有国有土地
证），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约
30亩，土地四至建有围墙，水电设
施齐全，诚邀合作或招租。有意者
请于2021年6月5日前来面谈或
电话咨询。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
大道7号320房。
联系人：韦先生 13807599083

梁先生 13707589800
海口供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招租

合作邀请
范围：文昌维嘉国际广场商务公馆
主体结构施工及劳务总包。
有意联系：0898-63288519
13876331861 李桃女士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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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工业用地、股权
求购老城工业区不小于20亩的工
业用地，以及购买转让的股权。联
系电话:13005096553（谢绝中介）

求 购

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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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