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时评

■■■■■ ■■■■■ ■■■■■

世界新闻 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邝才热A12 综合

遗失声明
海南顺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300MA5T3E1H2M）；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法人章
（黄亚安）、银行开户许可证（编号：
6410-00502247）。即日起，声明
作废。

●华能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海口喜
来登温泉度假酒店工会委员会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470802，声明作废。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财务专用
章一枚，因损坏无法正常使用，现
声明作废。
●洋浦旭日辉煌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和法人（苏辉毅）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婚姻服务中心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021001066，声明作废。
●海口江东新区皓盛建筑安装业
部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海口江东新区南溯建筑装饰材
料商行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海南文昌东东建混凝土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黄春智法
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 陈 志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0197010255216)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38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省宣城商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51460000MJY460454R，

现声明作废。

●符小美遗失海南省医疗住院收

费 票 据 发 票 联 ，号 码 ：

0000055312，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门镇社会事务服务中

心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953202，声明作废。

●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遗失坐

落于海口市机场东路30号天福新

村 1- 602 房的房产证，证号:

24363，声明作废。

●海南省旅游局遗失坐落于海口

市机场东路14号省旅游局宿舍A

幢202房的房产证，证号:60603，

声明作废。

●王文德遗失澄迈县金江镇村头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

证编码：469023100201020020J，

现特此声明作废。

● 白 鹭 （ 身 份 证 号 码 ：

211324198710190042）于 2012

年10月10日在海南省海南现代

妇婴医院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

遗失，编号：M460151093，声明作

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0820-3期）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
15: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罚
没的超市物品一批（明细表备索）。
参考价：22.624万元；保证金：10
万元。展示时间及地点：8月25日
至26日；中平镇润旺超市。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1年8月26日17:00
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
手续。电话：15607579889王先生；
网址：www.hntianyue.com；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清算公告
因机构改革，我单位须对原海口市
规划委员会美兰分局债权债务进
行清算，请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
公司、海南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
旅行社旅游公司、海南荣泰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海南启源装修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自公告起30日
内凭相关证明材料到我单位办理
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债务
不予受理。联系人：赵紫琳。电话
65325875。地址：海口市海甸岛五
西路德利路5号。 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变更公告
2021年6月4日，我公司完成公司
制改制，名称变更为“海口市市政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我公司改制
不涉及资产处理和人员安置。办
公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春华
南路4号世纪大桥维修养护基地，
电话不变。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
新公司承继。海口市市政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遗失声明
陵水鼎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69034000012261；遗 失 公
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 菊 梅 ( 身 份 证 ：
460034195307050582)不慎遗失
《陵水黎族自治县城镇房屋拆迁补
偿安置协议》，现居住于拆迁安置地
房屋（陵水县椰林安置区三期40号，
安置土地面积144m2），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菊梅

遗失声明
海口联合鼎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符英才不慎遗失农村土地经
营 权 确 权 证 ，证 书 编 号 ：
460106104211040047J,证书流
水号：400945，声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镇瑞联村民委员会
瑞溪村第一村民小组原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海南响亮饲料有限公司遗失合
同专用章（2）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0820-2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9月7日10
时至2021年9月8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zichan.jd.com）进行净价
公开拍卖：罚没廖志富犯罪团伙名
下的苹果手机两部、琼A38999思
威DHW6453R3ASD小型普通客
车壹辆、罚没卢童雄名下HONDA
摩托车壹辆。展示时间：2021年9
月1日至9月2日。竞买人须登录
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
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3111923910，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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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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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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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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果园清场出售
大叶榕树，火焰木，凤凰树，椰子
树，黄花梨，芒果树，龙眼，槟榔，狐
尾椰，青柚，各种果树，风景树，火
龙果枝条，变压器，水泵，补光灯，
农机。电话：18600136033，地址：
桂林洋海涛大道4号公交车旁。

出 售

酒店客房整体租售
文昌观澜湾海景酒店100间客房

整体租售。另招品质地产代理合

作商。18708917721（陈）。

租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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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启伯遗失澄迈县金江镇村头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

证编码：469023100201040028J，

现特此声明作废。

●王静不慎遗失房产证，证号为：

琼（2019）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761号，声明作废。

●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民委员会

遗失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潭

门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7191601,现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红兄副食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90004765（1-1），现声

明作废。

●临高县皇桐镇中林村民委员

会遗失临高农商银行皇桐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6412301，声明作废。

●儋州市康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

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90035892920767，声 明 作

废。

●文昌市文城镇下山村委会不慎

遗失党支部公章一枚（中国共产党

文昌市文城镇下山村支部委员

会），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6执1638号

本院依据已生效的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琼0106
民初9203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李彩霞与被执行
人海口智力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查，本院以
(2020)琼0106民初9203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名
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苍峄路22-1号中盟·椰海国际小
区负一层第030号车位。现本院拟对被执行人上述车位进行
评估、拍卖。如对上述产权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出，如有虚假陈述或提交虚假证明材料，不仅将
面临司法拘留或罚款，一旦进入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程序，提
交的虚假材料就会涉及到虚假诉讼，将会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
等严重后果。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联系人：郑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33377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6执1636号

本院依据已生效的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琼0106
民初9207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卓承斌与被执行
人海口智力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查，本院以
(2020)琼0106民初920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名
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苍峄路22-1号中盟·椰海国际小区
负一层第031号车位。现本院拟对被执行人上述车位进行评
估、拍卖。如对上述产权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出，如有虚假陈述或提交虚假证明材料，不仅将面临
司法拘留或罚款，一旦进入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程序，提交的虚
假材料就会涉及到虚假诉讼，将会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严重
后果。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联系人：郑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33377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6执1637号

本院依据已生效的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琼0106
民初9210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吴贤与被执行人
海口智力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查，本院以
(2020)琼0106民初921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名
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苍峄路22-1号中盟·椰海国际小
区负一层第024号车位。现本院拟对被执行人上述车位进行评
估、拍卖。如对上述产权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出，如有虚假陈述或提交虚假证明材料，不仅将面
临司法拘留或罚款，一旦进入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程序，提交
的虚假材料就会涉及到虚假诉讼，将会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等
严重后果。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联系人：郑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33377

关于拍卖琼海宾馆债权的公告
我分公司将于2021年8月31日在阿里拍卖网拍卖琼

海宾馆5笔债权，债权金额35,076,707.97元，其中本金

4,830,000.00元、利息30,246,707.97元。请有意向者前

往阿里拍卖网报名竞拍。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0日

2010年，美国《国家》杂志刊登美国
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麦科伊的一篇文
章，认为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衰落的
到来可能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得
多。他提出，“到 2025 年，就是从现在
起仅仅15年，除了聒噪以外，一切都可
能会结束”。

麦科伊的这个论断当时听起来颇
耸人听闻，而 11 年后，从新冠疫情的

“全球第一”到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喀布
尔时刻”猝然而至，美国国际声誉下跌
已成各国舆论广泛评论的话题。各种
民调显示，美国全球影响力在总体下
降，连其不少盟友都认为美国外交政策
相当不靠谱，难以服众。究其根源，美
国影响力衰落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自
身，美国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美方违背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和

时代潮流，沉溺于唯我独尊的霸权迷
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美国对外
政策的主要特征。长期以来，美国不断
对外发动战争，频频输出“颜色革命”，
严重威胁全球安全秩序；打着所谓“民
主”“人权”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
……近年来，面对中国日益发展壮大，
美方一些政客更是陷入深度焦虑，把中
国视为“眼中钉”，编造谎言恶意攻击抹
黑中国，大搞污名化、妖魔化以及有罪
推定和双重标准，屡屡挑衅中国核心利
益。他们不仅自己挖空心思打压遏制，
还企图胁迫其他国家一起给中国制造
麻烦，给世界强加二元对立的“冷战”逻
辑。种种事实表明，美国已然成为全球
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破坏力量。

美方违背平等合作、互尊互信的
国际交往原则。美方一些政治势力，
迷信霸凌，执着“筑墙”，动辄对他国进

行制裁打压。他们违背市场规律鼓吹
“脱钩”，妄称只有切断与某些国家的
经济联系才能确保自身国家安全；在
科技等领域加紧“封锁”和打压，公开抵
制他国的产品和技术……不过，美方一
些人口号喊得虽响，行动上却左右为
难，因为他们深知“脱钩”“断链”损害的
是本国企业的收益，夺走的是本国民众
的就业机会，放弃的是巨大的国际消费
市场和发展机遇。只顾眼前私利，违背
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合作共赢的时代精
神，是一种狭隘短视的行为模式，注定
以失败告终。

美方违背公义，却满口“规则”“秩
序”。美方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囤积
远超自身需求的新冠疫苗，破坏全球抗
疫合作；在全球大搞监听与网络监控，
连盟国领导人也不放过；为一己之私拉

“小圈子”搞集团政治，胁迫他国和国际
组织“选边站队”；明明自身存在系统性

种族歧视，却屡屡在国际上充当“教师
爷”，对他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美
国的种种不义之举，与国际社会主流民
意完全背离，进一步加剧其在全球的

“信任危机”。
德国《商报》文章指出，美国曾自

诩“山巅上的闪耀之城”以及全球榜
样，如今幻想日益破灭，美国的领导文
化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新加坡政治
学者马凯硕则说，美国“已经失去了激
励人类的能力，无论是物质能力还是
精神能力”。

美国丹佛大学和美国智库大西洋
理事会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的影响力在最近三十年内呈现出
不断下降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
奉行“本国优先”，在经贸等领域大搞单
边主义。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霸
权在收缩，相对实力在下降，其“对中国
的影响力更是快速下降，趋近于零”。

败走阿富汗让美国的国际信誉进一步
遭受重创，引发西方主流舆论的集体反
思，对美国外交政策和治理模式质疑不
断加深。

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对美国
而言，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病根
在美国自身。社会分化、利益固化、政
治极化、体制僵化，美国治理体系的失
衡和失灵的各种病状不断显现。想要
通过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方式缓解

“霸权焦虑”，维系自身影响力，根本是
开错了药方。中国有句古话：“行有不
得，反求诸己。”美国需要做的是反躬自
省，而不是诿过于人。

美方一些人如果妄图在世界上继
续走霸权路线，肆意对外逞威风，搞对
抗，只会加速美国形象的崩塌，不仅对
中国的影响力“趋近于零”，其全球影响
力也会持续“自由落体”。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韩梁）

美国影响力衰落的病根在自身

阿富汗败局引西方多重反思
民主不能强加于人

美国入侵阿富汗后将西方
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移植到阿富
汗，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选举
制度和政治框架。但阿富汗政
府的最终垮台表明这一做法并
不成功。一些西方专家开始反
思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顾各国
实际情况强行推广西式民主的
做法。

德国反恐专家罗尔夫·托
普霍芬在接受德国《焦点》在线
网站采访时说，西方政客从来
没有了解过阿富汗这个国家，
他们想在这个国家快速地建立
民主和人权观，却并不关心阿
富汗人的想法。不能简单地把
西方价值观套用在阿富汗。这
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法国外交官热拉尔·阿诺近
日在法国《观点》周刊发文指出，
民主不是强加的，它必须符合百
姓的需求才可行。人们无法用
锤子和刺刀来建立民主，就像美
国和法国曾徒劳地尝试的那样。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美国盟主不再可靠

为了自己能早日从阿富汗的战争
泥潭中脱身，美国抛弃了自己长期以
来扶持的阿富汗政府。这一幕让美国
的西方盟友寒心。西方舆论纷纷质疑
美国作为盟主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美
国已经靠不住了。

长期关注阿富汗和叙利亚战争的
英国《独立报》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
近日在专栏文章中写道，阿富汗的败
局“凸显西方的严重失败”，并再次证
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即
将结束”。

德新社18日的分析文章指出，美
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一直在宣扬“美国
回来了”，还多次对盟友许诺要开创合
作的新纪元。但他没有考虑盟友的想
法，独自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尽管他知
道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本应一同结
束。包括“可信赖伙伴”在内，拜登极
力打造的几种人设均在阿富汗坍塌。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文指出，
阿富汗的局势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进
一步质疑美国的信誉，美国的盟友通
过阿富汗的事例更加明白美国是“靠
不住的”。

军事干预政策失败

20年前，美国以反恐为名带领盟友入侵阿富汗，
推翻塔利班政权。20年来，美国付出了2400多名军
人死亡和超过2万亿美元的代价，最终却换得个美军
仓皇撤离、塔利班重夺政权的结局。一些西方专家
坦言，美国的军事干涉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波莉·汤因比认为，阿富汗
战争的结局再次将西方的傲慢和自大暴露无遗，“西
方国家以为它们可以利用军事力量将阿富汗变成一
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这样的荒诞幻想到此结束”。

日本军事记者田冈俊次在日本《钻石》周刊发文质
疑：美国攻打阿富汗真的从一开始就是“正义”的吗？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不仅
源自其失败的撤军政策，更是过去20年来种种失败
政策的后果。

法国历史学者米歇尔·戈亚在《费加罗报》刊文
指出，自2001年出兵阿富汗开始，美国一方面希望
向国内展现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平息“9·11”袭击带来
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希望以最小的牺牲做到这一
点，这种矛盾性使得其在阿富汗的行动“从一开始就
是灾难性的”。

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金利则分析了
美国政府20年来的诸多失败：美国在反叛乱、阿富汗
国内政治以及“国家建设”方面的政策都失败了，美
国长期以来错误估计阿政府军和塔利班的能力，还
误读了地区地缘政治的现实。

阿富汗局势
一夜突变不仅给
阿富汗人带来巨
大影响，也让美
国及其西方盟国
舆论陷入深刻反
思。有观点认
为，美国军事干
预阿富汗的政策
一开始就是错误
的；有舆论表示，
盟友无法再信任
美国；更有专家
一针见血地指
出，西式民主不
能强加于人。

随着美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宣布科罗
拉多河进入缺水状态，美国媒体8月 17
日评论说，整个西部的“缺水时代”正式
到来。明年开始，科罗拉多河下游大约
4000万人饮用和灌溉用水将受到直接
影响。专家指出，美国西部“缺水时代”
的出现，是该地区水资源供需长期失衡
累积的结果。

这是8月1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拍摄的一条水位下降的运河。

新华社/美联

美国西部
“缺水时代”正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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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观察

8月18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
员在喀布尔街头巡逻。

新华社/法新发

IMF暂时冻结阿富汗
获取特别提款权渠道

新华社华盛顿8月18日电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18日宣布，暂时冻结阿富
汗获得特别提款权等资源的渠道。

一名IMF新闻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
说，目前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
缺乏明确性，因此该国将无法获得特别提
款权或IMF的其他资源。

特别提款权是 IMF于 1969 年创设
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官
方储备不足。本月初，IMF理事会批准
规模为 6500 亿美元的新一轮特别提款
权普遍分配方案，以增加全球流动性，并
定于8月23日按照现有份额比重提供给
各成员。

据路透社报道，按照现有份额比重，阿
富汗本应获得总额约相当于4.4亿美元的
特别提款权。

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白宫一名官员
曾表示，将冻结在美国的阿富汗政府资
产。报道援引阿富汗央行负责人的话说，
阿央行拥有包括现金、黄金和证券在内价
值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70亿
美元储备存放于美国。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
希德17日表示，塔利班目前已完全控制首
都喀布尔局势，法律和秩序已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