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喀布尔9月14日电 阿
富汗塔利班14日呼吁国际社会继续
援助阿富汗，不要将人道主义援助同
政治问题挂钩。

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阿米尔·汗·穆塔基14日在阿首都喀
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阿富汗人民

仍然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合作。
穆塔基呼吁在教育、卫生、难民和抗
旱等领域帮助过阿富汗的国家继续
提供支持。

据报道，各方承诺向阿富汗提
供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
援助。

阿富汗塔利班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

9月15日，商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摆摊卖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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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张影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椰林路8
号蜀盛大厦701-1房的2019年签
订的租赁合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五指山市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遗失票号编码为0121海南省
非税收入（电脑票三）12份，票号编
码为：0420040675 0420041280
0420040798 0420041424
0420040851 0420041440
0420040966 0420041459
042004107X 0420041635
0420041088 0420041643
该票均为已使用的作废票据，在此
声明已遗失。

●东方金亿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
工商银行东方九龙支行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4458102，账
号：2201078119200088848，声明
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木棉村民委员会
木棉村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
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456402，声明作废。
●周晓珍遗失海南永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永桥尚城项目1#B-
505房住宅定金及办证代收代缴
款 收 据 2 张 ，编 号:3041576、
6033883，金额:487105 元，声明
作废。
●周晓珍遗失海南永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永桥尚城项目5#1105
房住宅办证代收代缴款收据1张，
编号:5016948，金额:21745 元，
声明作废。
●周晓珍遗失海南永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永桥尚城项目5#1106
房办证代收代缴款收据1张，编
号:5016947，金额:10079 元，声
明作废。
●刘宏伟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南测后海温泉
小镇G15栋903房，现遗失后海温
泉小镇G15栋903房的商品房合
同，合同编号:CML000151784，
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市大路镇小精灵幼儿园遗
失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许璐遗失准迁证，证号：琼
00958975，声明作废。

公告
2021年 4月 22日 18时 55分许，
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在北纬19
度59.3分，东经113度0.2分抓获
一艘运输香烟船舶，船首两侧刷有
汉字安顺字样，船长约55米，宽约
9米，重约700吨，黑色船身，白色

●出租方：李云明、承租方：陈道娇
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海秀大道华侨
新村第四栋西座702房的房屋租
赁证，证号：海龙审租赁[2021]
012017号，声明作废。
●海南阔海木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谦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小赖肉蟹煲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0063976,现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宜欣广场小晨肉蟹煲
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1060065100,现
声明作废。
●王翔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
东县九所镇龙栖湾国际康乐度假
庄园A3栋2单元309房，房产证
号 为: 乐 东 县 房 权 证 乐 字 第
SPF201600230号，现声明作废。
●黄秀强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北坡村委会16组的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0)1464号，声明作废。
●王衍琛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号
为：4604392，特此声明。
●儋州市白马井镇英丰村民委员会
禾擂老村民小组遗失儋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白马井信用社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16406102。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海涂士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驾驶楼，该船未配备相关船舶证

书，不具备相关合法有效手续，请

船主和货主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

内，携带相关合法证明到我局办理

认领手续，逾期我局将按照相关规

定办理。联系人:岳警官，联系电

话:18308919100 陆警官，联系

电话:13524562116

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

2021年9月15日

减资公告
海南玖缘翡翠珠宝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069692877E），经股东
会决议，拟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注册
资本金1312万元减少至10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
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博申（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0万元减至1500万元，原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省政投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MA5U160W7B）经 股
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金由原来
的500万元人民币减至100万元
人民币，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总工会幼儿园拟

申请注销民办非企业登记证，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我园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海口宝源花园三期地下1层001
号产权车位登记于我司名下，物权
归属我司。此前有关该批车位的
声明内容不符合相关规定，特郑重
声明作废。

海南浚升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减资公告
儋州儋耳静雅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 信 用 代 码
91469003MA5RFA0E4U) 经 公
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00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整，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3876085955何萍

减资公告
海南政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U101A7C）经 股
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金由原来
的500万元人民币减至100万元
人民币，特此公告。

●海南鑫居嘉实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3005679567599，声 明
作废。
●海口龙华区居仁坊幼儿园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34601060082628，
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益条村
民委员会遗失海南白沙农村合作
银行青松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9432701，账 号 ：
1008767200000125，声明作废。
●蒋光文不慎遗失儋州恒海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澜湾4-403
房交款收据一张，编号：0511912，
金额：643753元；澜湾3-2406交
款收据一张，编号：0511907，金额：
655913元，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方振兴野山羊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4690263979897090，
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河镇冲南村卫生室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鳄珍鳄鱼养殖有限公司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071955033，声明作
废。
●东方市惠丰瓜菜种植农民专业
合 作 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07MA5RCL9L2K）遗 失
公章和法人（陈跃军）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59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67号
符和志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灵桂大道182号
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08-45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人为
符和志,使用权面积为142.38平
方米。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
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注销通
告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
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给符和志发上述宗地的《不动
产权证书》。联系人:李先生，电话:
65360879。 2021年2月7日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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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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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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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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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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厂房仓库出租
1.儋州白马井厂房仓库出租，占地

200亩，建筑约2.2万平方米（含办

公楼、宿舍）；2.儋州木棠镇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100亩，建筑约2万

平方米（含办公楼、宿舍），另有橡

胶 生 产 设 备 出 售 。 电 话 ：

18689982157。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为贯彻十九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省委省政府、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及我市关于规范农村建设秩序，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的要求，积极解决垦区历史遗留问题，规范我市垦区范围内建设职
工、居民自住住房的管理，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垦区国有土地资源，保
障垦区企业、居民及职工合法权益，针对我市目前存在的垦区居民建房
未报先建、违法用地等突出问题，依据《海南省垦区建房管理办法》、《海
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海南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和《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琼府〔2011〕53号）等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文昌市实际，起草了《文昌市垦区建房管理实
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按程序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1、公示时间：10天
（2021年9月16日至9月25日）。2、公示方式：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
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公开征求《文昌市垦区建房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观 天下

据新华社首尔9月15日电（记
者陆睿 杜白羽）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15日宣布，韩国当天成功进行自主
研发的潜射弹道导弹水中试射。

青瓦台发布的消息说，本次试射
的弹道导弹由韩国自主开发，搭载在
韩国海军“岛山安昌浩”号3000吨级
潜艇上从水中发射，并在飞行预定距
离后准确命中目标。韩国因此成为

全球第7个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
的国家。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下午
观摩了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综合试
验场的试射活动并表示祝贺。

青瓦台表示，拥有潜射弹道导弹
对于遏制全方位威胁、确保战斗力具
有相当大的意义。当天韩国还成功
进行远程空对地导弹与飞机的分离
试验。

韩国成功试射自主研发的潜射弹道导弹

以色列政府14日证实，希腊一
起飞机坠毁事故的遇难者中有一人
是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所涉贪腐案件的证人。希腊官方已
展开调查。

希腊民航局说，那架飞机从以色
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起飞，前往位于
爱琴海东部的萨摩斯岛，但在即将降
落时，从雷达上消失。

以色列外交部确认，遇难者是以
色列人海姆和埃丝特·吉龙夫妇，海
姆·吉龙曾是以色列通信部一名副主
任，原定要为内塔尼亚胡所受与企业
利益交换指控出庭作证。

内塔尼亚胡受到多项贪腐指控，
其中一项是涉嫌向媒体大亨提供监管
上的优惠政策，以换取对他有利的“正
面报道”。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内塔尼亚胡涉腐案证人坠机身亡

美国波音公司2021年9月14日调高对今后十年航空航天工业的增长预
期，预测商业航空市场将在2024年前完全恢复至新冠疫情暴发前水平。图为
2020年6月29日在美国西雅图拍摄的一架波音737MAX客机。新华社/路透

波音预期商业航空市场2024年前完全恢复

新冠疫情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
卫生危机，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不仅没能承担
起应负的国际责任，反而任由病毒向别
国扩散，在疫情急剧扩散期放任大量美
国民众出国旅行；大搞“疫苗民族主
义”，囤积远超其国民所需的疫苗并限
制疫苗出口；在抗疫关键时刻宣布退出
世界卫生组织，扰乱国际抗疫大局。

超过66万生命凋零，没能让美国
政客反思国内抗疫失败的原因。他们
反而急于借病毒溯源问题向中国“甩
锅”推责，以转移民众视线。为了利用
溯源问题达到政治目的，美国政府企图
施压世卫组织发起针对中国的“定向溯
源”，还动用情报机构炮制所谓的溯源
调查报告。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弗拉基米尔·丹

尼洛夫说，华盛顿正以最无耻的方式推
行“美国优先”政策。“其他国家的关切
……根本不在拜登政府考虑之列。”

种种以邻为壑的行径，是美国长期
以来奉行的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
特征的对外政策的体现。美国一直信
奉“美国例外论”，执迷于鼓吹自身体制
和价值观的优越性，而实际行为又是自
身利益优先，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

伪越来越招致国际社会反感。
“我们正在辜负彼此”，今年 8月

《今日美国报》周末版以此为题报道美
国当下的第四波疫情。如果不祛除政
治体制和价值观的种种深层次“病根”，
可以预见，美国的疫情难以真正得到有
效控制。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记者
张莹）

两党制的美国，一些政客始终将
党派利益放在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之
上。新冠疫情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

“武器”，政客之间“权力的游戏”给抗
疫带来巨大破坏。

早在2020年 1月初，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就已收到警报，预测新冠疫
情将在美国发生并可能发展成“全球

大流行”。然而为了保持经济和就业
数字“好看”、赢得支持率，当时的共和
党政府刻意淡化疫情警告，限制医学
专家向公众发布信息，甚至发布虚假
信息误导民众，称新冠是“大号流感”，
感染病毒的风险和死亡率“非常低”，
导致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被白白
浪费。

民主党也半斤八两，一些民主党
官员在“打嘴仗”上花费了比抗疫更多
的精力。不久前因性丑闻被迫辞职的
纽约州前州长科莫曾在疫情初期严厉
指责联邦政府不作为，其支持率一度飙
升。然而纽约州总检察长今年1月公
布的调查显示，科莫自己的报告就大幅
压低了该州养老院新冠死亡人数。

抗疫政策也沦为党争“筹码”。两
党政客围绕核酸检测标准、是否应戴
口罩、是否复工、医疗物资分配以及救
助法案条款等频繁展开拉锯战，延迟
了抗疫措施的实施。美国《时代》周刊
网站去年 5月报道，美国在社交隔离
措施上的迟缓导致了90%的新冠死亡
病例。

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
治理，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各
州的州权，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管理。

“散装”的分权体制使美国在应对疫情
时面临巨大障碍，联邦和州政府各自为
政、相互掣肘，难以迅速整合资源协调
应对。

美国联邦政府的抗疫措施缺乏强
制性规定。去年3月开始，各州陆续宣
布本州的“居家令”，但有的州到4、5月
份就急于重启。去年4月，纽约州等东
海岸7个州组建“多州协定”，加州等西
海岸3个州组建“西部州协定”，不接受
联邦政府领导，自行协调防疫和复工等

问题。
联邦政府对防疫物资保障的指导

缺位、筹措调配混乱，导致联邦、各州和
地方政府陷入抢夺防疫物资大战。在
去年疫情蔓延高峰期，纽约州、加利福
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等争相抢购呼吸
机，相互之间不断抬价，甚至闹矛盾、互

相指责。
美国国会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

小组委员会主席克莱伯恩批评说，疫
情在美国暴发 6个月后，美国政府仍
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来保护人民
健康，其直接后果就是各州抗疫步调
不一。

美国多数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企
业是私营的，医疗成本高昂长期为人
诟病，而美国政府既没有意愿也缺乏
能力改变资本的主导地位。资本优
先、利益优先使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
得不到平等保障。所谓“民主灯塔”在
疫情中留下了侵犯人权的新纪录。比
如，一些医疗机构就默许对新冠患者

“选择性救治”，贫困民众、少数族裔及

其他弱势群体首先被放弃治疗。
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指出，在新

冠病毒面前，美国富人和权势群体优
先获救。在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调
查中，1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如果
自己或家庭成员出现新冠感染相关
症状，将因为担心负担不起治疗费用
而放弃治疗。

美国疾控中心今年 6 月数据显

示，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的风险是
白人的 2倍，死于新冠的风险是白人
的 2.3 倍；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人群
感染新冠及病亡的风险也都高于白
人。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亚当斯
表示，美国非洲裔新冠病亡率远高于
总体病亡率，并非出于生理或基因原
因，而是由于社会因素使非洲裔更易
被感染。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大量民众长
期失业，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等矛盾进
一步加剧，底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
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显示，美国贫困率从去年6月的 9.3%
快速上升到同年11月的11.7%。

《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不是新冠
病毒撕裂美国，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国的
撕裂。”

美国一些群体片面强调个人自
由。戴口罩、社交隔离、打疫苗等措施
遏制疫情的效果在科学上早已证明。
然而在美国国内，要不要推行这些措施
变成了价值观之争，上升到是否“侵犯

个人自由”层面。伴随而来的是反口
罩、反隔离、反疫苗等各种抗议活动，严
重阻碍了防疫措施的推行。价值观分
歧又与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
激烈而极化。

去年4月，美国20个州的部分民众
走上街头，抗议州政府颁布的“居家令”，
很多抗议者既不戴口罩，也未保持社交
距离。

在今年7月以来的第四波疫情中，

美国新增儿童确诊病例数连连上升，然
而多个州仍深陷“该不该强制在校戴口
罩”的争论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
斯7月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学生
戴口罩，称决定权应在家长手中。

美国抗疫大溃败的五个

国际观察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全球报告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经历过今年1月的“至暗时
刻”，7月中旬以来美国又迎来第四波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410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66万例。

为何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资源，却遭遇抗疫“滑铁卢”？去年以来已有多家机构复盘、反思美国抗疫策略的失误。
归结起来，从疫情信息发布、防疫措施实施，到患者救治、疫情数据统计，再到疫苗及其他医疗物资分发，在疫情应对每一个
环节上，美国都表现得混乱不堪，不仅造成病毒在本土肆虐，也给全球抗疫大局带来极大破坏和挑战。这些现象背后的“病
根”，则是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深层次缺陷。

“病根”之一：党争为大

“病根”之五：美国优先

“病根”之四：社会极化

“病根”之三：生命鸿沟

“病根”之二：“散装”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