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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21年6月16日

00:00－04:00对无线VPDN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

统优化地区的无线VPDN用户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飞灰填埋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飞灰填埋场项目（征求意见稿）》
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cn:
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路37号；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
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
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
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邮箱：133531452@qq.com；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新丰路37号；电话：0898-83306688。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2021年6月10日~6月25日。

南亚·四季春城8期福寿轩延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福寿轩业主：您好！

感谢您对南亚·四季春城8期福寿轩项目的认可与厚爱，感
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信任。因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不可抗力
的严重影响，为配合政府防控疫情，本项目遭受停工、工人无法
按期返岗、交通运输受阻、施工材料无法及时供应等不利情况，
导致项目开发建设无法正常推进。受此不可抗力的影响，造成
了本项目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期交房义务，现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向受此影响的买受人通知该不可抗力的情况。现我司
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因不可抗力因素，将交房时间调整为2022
年1月1日，我司将竭诚推进施工进程，争取早日交房。如您有
任何疑虑，可致电我司客户服务热线0898-67607222。最后，
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康健、阖家幸福。

此致敬礼！
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房产：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中段半山香榭小区3号楼1单元

1302室，建筑面积：115.86平方米，参考价：348.45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6月23日上午10时
拍卖网址：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展样时间：2021年6月21、22日
展样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13603693377
公司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光复西路30号
竞买须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6月22日14时前持有效

证件及保证金收据(保证金存到指定账户)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

佳木斯市博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催告函
下列债务人请自公告之日起向我司清偿下列所欠债务及

相关利息。

单位

海南省国际信托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香港华海有限公司

海南省食品工业公司

海南省二轻总公司

债权金额（元）

75,418,851.64

11,682,666.00

4,834,389.80

96,237,458.11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2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现对以下印章做遗

失声明：法人姓名章：钟妙玲、罗海涛、韩雨君、王君智、毕永东、沈

海宁、高正亮；公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中心支公

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洋浦支公司、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琼海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

琼海中心支公司；合同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保险合同专用章（3）、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合同专用章（保全业务专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中

心支公司合同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

司合同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洋浦支公司合同

专用章；个人代理人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个人代理人管理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

公司个人代理人管理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发票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中心支公司发票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中心支

公司发票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洋浦支公司发

票专用章、发票查验章；财务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中心支公司财务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中

心支公司财务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洋浦支公

司财务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中心支公司财务

专用章；承保专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

保业务专用章（3）；保全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全业务

受理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保全业务

受理章、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保全业务受理章。合计31

枚，以上印章作废，特此声明。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6月16日

遗失声明

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伦敦6月14日电（记者张
家伟 金晶）英国首相约翰逊14日晚宣
布，鉴于变异新冠病毒正在快速传播，
英格兰地区将推迟4周执行最后阶段
的“解封”措施。

约翰逊当天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德
尔塔毒株（印度首先报告的B.1.617.2
变异新冠病毒）正在英国部分地区快速
传播，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相关的
确诊病例数每周都在翻倍。

按照政府此前公布的路线图，如果
新冠疫情形势稳定，6月21日将可实施
第四阶段放宽措施，取消剩余的防疫限
制措施。但约翰逊表示，政府经评估后
认为应该将这一“解封”日期推迟到7
月19日，以便让人们有更多时间接种
疫苗。此外，政府将持续评估疫情，如
果2周后认为相关风险已降低，有可能
在7月19日前实施全面的“解封”措施。

尽管英格兰地区全面“解封”日期
延后，但6月21日后在遵守相关防疫规
定的情况下可举办30人以上的婚礼，
一些大型体育赛事和演出也在被允许
之列。

英格兰地区自 5 月 17 日起开始

第三阶段“解封”措施，将户外聚会人
数上限提高到30人，室内聚会限制人
数为6人或两户家庭；允许包括电影
院、剧场、博物馆在内的室内文化娱
乐设施重新开放，但须做好防护措
施；允许餐厅、酒吧以及咖啡馆等的

室内就餐区恢复营业；酒店、民宿等
可恢复营业。

英国政府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742例，
累计确诊4573419例；新增死亡病例3
例，累计死亡127907例。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七国集
团日前在英国举行峰会后宣布，将在
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提供 10亿剂新冠
疫苗。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等联合国高级官员认为，这一数
量“远远不够”。

谭德塞对媒体记者表示，“这（七国
集团提供10亿剂疫苗）是一个很大的帮
助，但我们需要更多疫苗，而且我们需要
更快（得到疫苗）”。他说，目前新冠病毒

的传播速度比全球疫苗分配的速度更
快。全球每天有超过1万人死于新冠，

“这些群体需要疫苗，他们现在就需要疫
苗，而不是明年”。

世卫组织“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
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特使卡尔·比尔特
表示，七国集团10亿剂疫苗的数量远远
不够。他说，为了终结新冠疫情，“我们
的目标是到明年七国集团举行峰会时，
为全球至少70%的人口接种疫苗”，为

此需要110亿剂新冠疫苗。
近日刚刚离任的负责人道主义事务

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克·洛科克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七国集团此次峰会
未能就加速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给出一个
方案，即便承诺明年年底前提供10亿剂
疫苗，也只是“一小步”。

“富国对穷国的这些零星的、小
规模的、像做慈善一样的疫苗供应，
不是一个严肃的方案，也不会助力终

结疫情。”洛科克认为，七国集团实际
上完全没有展示出（抗疫所需）必要
的紧迫性。

七国集团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为期3天
的七国集团峰会13日在英国西南部康
沃尔郡闭幕。尽管七国集团会后在新冠
疫苗捐赠、经济复苏等领域做出承诺，但
一些国际政要和机构指出，七国集团的
承诺姗姗来迟，且远远不够。

联合国高级官员认为

七国集团新冠疫苗承诺“远远不够”

英国部分地区推迟4周实施最后阶段“解封”

6月14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伦敦参加疫情发布会。 新华社/法新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欧洲进行他就职
以来的首次出访，除了参加七国集团峰
会、北约峰会和美国-欧盟峰会外，还将
于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会晤。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纷纷表示，
此次会晤可能有助于缓和美俄之间日趋
紧张的关系，但人们不应对其成果抱有太
大期待。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外交关系专家
查尔斯·库普钱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此次会晤是拜登上任头几个
月（美俄）关系急剧恶化的产物”，“举行的
背景不是（两国间）日益亲近，而是出于对
关系恶化的担忧”。

持相同观点还有日内瓦安全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秘书长托马斯·格雷明格。他日前在一
次视频研讨会上表示：“美俄首脑会晤
能够举行，拜登和普京将进行对话，这
已是一个积极信号。当然，期待两国关
系正常化还为时过早。我认为，在持续
对抗的背景下，两国对话与选择性合作
将并存。”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国
际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穆罕默德·乌尔德·
穆罕默杜表示，对于美俄两国而言，这是
一个关键时刻。他强调：“我们不应该抱
有不切实际或过高的期望，双方都以一种
无心推动的心态来到谈判桌前。”

库普钱认为，两国领导人的讨论将
聚焦美俄关系本身。“我认为真正目的是
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努力建立
一种更可预测的关系。”他说，美俄领导
人可能“就一些共同利益点进行建设性
讨论”，这些议题包括军备控制、增加军
事透明度以防擦枪走火、气候变化、全球

疫情、经济复苏和未来应对疾病大流行
的计划等。

格雷明格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不断恶化，互信水平处于最低点。因此，
现在正是美俄两位领导人之间恢复对话
的时候，这次首脑会晤“提供了恢复冷静
对话的机会”。

穆罕默德·乌尔德·穆罕默杜则表
示，双方来到日内瓦，绝对是一个重要
和积极的动向，两国关系可能会有一段
缓和期。

（新华社日内瓦6月15日电 记者陈
俊侠 徐驰 陈文仙）

美俄首脑会晤在即 对峙局面难解
国际观察

“是否戴口罩”引发纠纷

美国一超市收银员遭枪杀
美国佐治亚州一家超市14日发生

枪击案，起因是员工与顾客就是否在超
市内戴口罩发生纠纷。结果，一名男子
开枪打死一名收银员，包括那名男子在
内的3人受伤。

迪卡尔布县治安官梅洛迪·马多克斯
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枪击案当地时间
下午1时许发生在迪凯特市“大熊超市”，
当时超市内有多人。有人“就是否戴口罩
这个问题吵起来，我不清楚具体争吵内
容，然后有人掏出枪、击中收银员”。

马多克斯说：“事情关乎口罩。我不
清楚他们戴没戴口罩。关于是否戴口
罩，人们有自己的看法，目前这个问题非
常敏感。”

美联社以佐治亚州有关调查部门为
消息源报道，开枪男子名为维克托·李·
塔克，现年30岁。初步调查显示，塔克
与女收银员争吵后没有购物就离开超
市，但不久后返回，“径直走向收银员，掏
出手枪朝她开枪”。一名超市保安开枪
还击，塔克在交火中受伤，试图爬出超市
前门时被警方逮捕。那名收银员随后被
送往医院，在那里被宣告死亡。另一名
收银员被一颗子弹擦伤，后来在现场接
受救治。

马多克斯说，那名超市保安两次中
弹，幸好当时身穿防弹背心。他和嫌疑
人后来被送往医院，两人目前伤势稳定。

警方说，那名保安是兼职雇员，曾在
警察局工作30年。由于他反应迅速，避
免了现场更多人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依据佐治亚州州长
颁布的行政令，为防止新冠疫情蔓延，佐
治亚州企业可以请求顾客戴口罩，但不
得对顾客作强制要求。

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东京6月15日电 日本广
播协会（NHK）电视台最新统计显示，
14日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36例，这
是自今年3月22日以来日本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首次低于1000例，累计确诊
达776139例；新增死亡病例60例，累
计死亡14137例。

统计显示，14日东京都新增确诊
病例209例，截至14日的一周该地单
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数约为308例，是
上一周平均数的90%。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截
至14日零时，日本新冠检测人数较前
一日增加27498人。截至13日，日本

约三分之一的65岁以上老人至少完成
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NHK电视台14日发布的一项调查
显示，81%受访者对自己或家人可能感染
新冠病毒感到不安，58%受访者对日本政
府的疫情对策不太认可或完全不认可，
65%受访者认为日本疫苗接种进度迟缓。

日本近3个月来首次日增确诊病例数低于千例

这是6月1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拍摄的北约峰会现场。

北约峰会闭幕 拜登参会旨在弥合分歧

新华社伦敦6月15日电 (记者
杨海若 孙晓玲)英国政府 15日宣
布，英国与澳大利亚达成一份自由贸
易协议。这是英国“脱欧”后达成的
首个重要自贸协议。

英国国际贸易部当天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自贸协议将提振英国汽
车、威士忌、饼干、陶瓷等行业发展。
这些行业为英国解决了约350万人
就业。声明还说，根据协议，35岁以
下的英国人前往澳大利亚旅行和工

作将更加便利。
声明说，2020年英澳双边贸易

额达139亿英镑（约合196亿美元）。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协议为英

国企业、消费者和年轻人提供了绝佳
机会。

英澳自贸协议是英国2020年1
月31日正式“脱欧”后通过自主谈判
达成的新协议。英国政府称，协议为
英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铺平了道路。

英澳达成自贸协议

加拿大军方“二号人物”、副国防参
谋长迈克·鲁洛14日宣布辞职。鲁洛
作为军方高层，先前与受到调查的前国
防参谋长乔纳森·万斯打高尔夫球，引
发舆论对他可能干预调查的担忧。

万斯今年1月退役，后被曝与女
性下属行为不当。他受到正式调查，
但否认行为不端。

鲁洛作为负责调查的军事警察
部门上级领导，与万斯打高尔夫球引

发利益冲突担忧。
法新社援引鲁洛所写信件内容

报道，他本月2日与万斯打高尔夫
球，但这一期间没有讨论正在进行中
的调查，他也从未就任何正在进行中
的调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令。

鲁洛表示，他“完全”承认和万斯
打高尔夫球的决定加剧了近期事态
的影响，进一步有损军中信任。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加拿大军方“二号人物”因高尔夫丢乌纱

14日，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的切姆图尔公司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引发大
火，工厂内数十名员工撤离，周边约1000名居民接到疏散令。 新华社/路透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工厂爆炸

新华社布鲁塞尔 6月 15 日电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14日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会议。这是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后首次
参加北约峰会，其首要任务是重新赢

得盟友信任，弥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任期间北约内部出现的严重分歧。

北约在会后发表联合公报称，将
提升该组织作为跨大西洋政治磋商
平台的作用，强化威慑和防务。

新华社芝加哥6月15日电（记
者徐静）当地时间15日凌晨，美国芝
加哥市和亚拉巴马州艾伯特维尔市
分别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共造成7人
死亡、6人受伤。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芝加哥警
方当地时间15日5时30分许接到报
警说，在该市南部一住宅内发生争
吵，有人开枪。警方在随后的通报中
说，4人在枪击事件中当场死亡，另
有4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2人伤

势严重。警方仍在对枪击事件进行
调查。

另据报道，当天 2时 30分许，
亚拉巴马州艾伯特维尔市一家工
厂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员工向其
他员工开枪，造成至少2人死亡，2
人受伤，枪击原因“不明”。嫌疑人
随后驾车逃离现场，被警方发现时
已自杀身亡。

美国枪支泛滥，枪击事件频发，
今年以来已发生多起枪击事件。

美国发生两起枪击事件造成7死6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