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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蓝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34MA5RJ0485B）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杨延军）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遗失学生保险单，编号：

2125001-2126200，声明作废。

●黄齐丽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北坡村委会11队的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18)1014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原海

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遗失昌国用

（2014）第0037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昌国用（2014）第0038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和昌国用（2014）

第00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

遗失，声明作废。

●皇桐镇文贤村委会楷模村民小

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皇桐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4400701, 声明作废。

●北京百瑞（三亚）律师事务所张

靖律师（于2021年9月10日）遗失

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

14602201611597341，流水号为：

11251448，现声明作废。

●海口铁锤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遗失，声明作废。

●任男伟遗失1张恒大海口湾二

期3#911收据，编号：HN0041103，

特此声明。

●陵水县疍家渔排协会不慎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高尔夫球协会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6410017853802，

声明作废。

●海南环宇新能源有限公司职工

饭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2015469024000075，

声明作废。

●海南台资企业协会遗失座落于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琼州大道冯

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

国用（2008）第011585号，声明作

废。

●海南大学人民武装部公章破损，

声明作废。

●徐伟胜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081755，金

额：32,920.95元。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爱美轩酒店公章和法

人私章（文岳清）遗失，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赤岭海景海鲜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金海不慎遗失三亚恒合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恒大健

康·海棠公馆》三亚恒大养生谷项

目10栋506号房维修基金收据一

张，编号：0020138，金额：4355.4

元，特此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转让公告
根据昌府办函昌江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昌化林场
森林资产债务分开方案的函》
（〔2021〕121号）的文件规定，将原
海南省国营昌化林场的债权债务
转让到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林场
森林发展有限公司。昌江黎族自
治县昌化林场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特公告与该债权债务有关的单位
和个人，自债权债务登报之日起，
昌江黎族自治昌化林场森林发展
有限公司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履行债务人的职责。
特此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林场森林发
展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童欣幼儿园拟将变
更法人举办者，由原法人举办者蔡
小珍变更为现法人举办者罗小华，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童欣幼儿园

公告
海南省文昌市马蚁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星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0〕第71
号），现已作出裁决（文劳人仲裁字
〔2021〕第61号）。因无法送达你
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
楼市仲裁院 118 室，联系电话：
0898-63382257）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19日

减资公告
海南森宇山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代码：91469034MA5T5AA
94H）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300万
元减少至1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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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五指山天镕雨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信用代码914690015573586
327)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111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1000万元整，原债权债务
不变，特此公告。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210925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5日10
时 30分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①、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海坡
度假区碧桂园·三亚海5#楼（幢）5
号楼1层1商铺1号房；房屋建筑
面积123.45m2；②、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路海坡度假区三亚国光滨
海花园东区535房，房屋建筑面积
72.18m2；共两套。
有意竞买者请在2021年9月24日
12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
买手续。
咨询电话0898-69388888。

公告
文昌恩伊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钟奕锋、钟永达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21〕第 97、139 号），并定于
2021年 10月 28日上午9时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
院 118 室 ，联 系 电 话 ：0898-
63382257）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19日

解除承包土地合同书通知
张雄：
张雄（以下简称：乙方）与澄迈县桥
头镇善丰村民委员会正好村于
1999年7月1日签订承包土地合
同书，由于乙方没有履行合同条
款，没有履行合同约定，因此，自本
通知见报之日起，我们所签订承包
土地合同书作废，乙方如有异议限
七天之内与甲方在正好村村委会
协商，否则视为认同承包土地合同
书作废。特此通知。澄迈县桥头
镇善丰村民委员会正好村

解除出租土地合同书通知
苏瑞英：
苏瑞英（以下简称：乙方）与澄迈县
桥头镇善丰村民委员会正好村于
2000年1月1日签订出租土地合
同书，由于乙方没有履行合同条
款，没有履行合同约定，因此，自本
通知见报之日起，我们所签订出租
土地合同书作废，乙方如有异议限
七天之内与甲方在正好村村委会
协商，否则视为认同出租土地合同
书作废。特此通知。澄迈县桥头
镇善丰村民委员会正好村

减资公告
海南久常制药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担保请求。联系人：陈彩，电话：
66813464。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吴姐菠萝蜜果业有限公司（代
码 ：91469034MA5T569P8R）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原320万元减少
至1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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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浦金美达海运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一本，证号：

462000100732，声明作废。

●海南万德玛药业有限公司原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付娟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清水湾3号

三期-K-2-1503-楼款换票单收

据一张，系统票据号：0009442（金

额100000元），声明作废。

●东方市公安局遗失坐落于东方

市东河镇政府路8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5）第

164号，声明作废。

●东方市公安局遗失坐落于东方

市华侨农场大道东10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5）第

166号，声明作废。

●东方市公安局遗失坐落于东方

市江边乡中心街28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5）第

165号，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八所海关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70006936，声明作废。

●王伟红遗失准予迁入证，证明编

号：琼准字01294757，声明作废。

●文昌龙楼农百丰食品配送中心

不慎遗失经营流通许可证正、副各

一本，编号：JY14690051962013，

声明作废。

●海南中青酒店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34MA5RHHAW55）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 卖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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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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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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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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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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甸岛独栋办公楼招租招商
6000m2办公楼，蔡先生18889271930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
规划》JDLA-05-C03地块建筑高度修改的公示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
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LA-05-C03地块建筑高度修改。地块位于
江东片区的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东部，兴洋大道东北侧，西侧跨兴
洋大道对面为海南旅游学校。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09月19日
至2021年 10月 2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
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
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09月1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Wn2020-111号地块规划条件
确定论证报告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进行文昌
市Wn2020-111号地块规划条件确定论证报告及地块控制性详
细规划条件修改及单元管控编制。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9月
19日至2021年10月18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
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
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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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9日

借款单位
（或个人）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大队土
尾一队（8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大队土
尾二队（17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大队亮
肚一队（2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大队亮
肚二队（5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大队外
坪三队（4笔）
海口市西坡化工组
琼祥家俱店
海口市振东区大新商店（2
笔）
海口市荣发物资经销部
海口市建琼经销部
海南新港渔村
海联物资营业部

海南发运商场（4笔）

海口海昆房地产开发公司（3
笔）
海口市海边建材营业部
海南省热带作物产品供销总
公司贸易部
海口市汇源实业有限公司（2
笔）
文昌县东郊镇中南林场
海口市利东经销部

法人代表

郑长洲 吴开国
冯所安 冯学堂

陈世美 陈泽利

吴乾税

吴文樁

周元轩

林雨全
蒙生祥

陈联庆

周地荣
陈学殖
黄国光
谢荣华

欧阳厚

黄保安

冯亚明

梁 坚

莫文源

韩建文
冯亚明

借款本金
余额（元）

9,400.05

17,449.30

6,413.36

6,041.76

3,529.39

8,000.00
20,000.00

30,000.00

77,700.00
80,000.00
80,000.00
90,000.00

493,000.00

4,543,800.00

33,470.00

200,000.00

153,700.00

48,400.00
29,600.00

担保人

陈焕英

陈春发

谢春华

借款单位
（或个人）

海口市海联经销部（3笔）

海联贸易经理部（2笔）

海联贸易总公司（2笔）

海联经销公司（3笔）

海口市博爱区宏博经销部
（2笔）
海口新埠水电管理所
海口市南渡江印刷社

海口市海利经销部

海口市建材开发公司
海口大西洋经贸行
海口果仁综合加工厂
海口新世纪汽车维修中心
海南广通达实业贸易有限
公司

海口明珠时装店

海口创隆酒家

林才兴

陈亚弟（2笔）

罗家善
林妚小

法人代表

周秉柏

王 松

陈贻英

吴坤富

辜颂称

周炳建
罗长奕

蒙朝盛

陈美华
陈孝存
冯 娟
潘德静

莊惠吉

洪国明

连宦忠

担保人

冯仁高
冯亚藤
陈美华

潘正礼

借款本金
余额（元）

103,424.54

35,000.00

201,400.00

57,500.00

44,680.00

48,000.00
30,000.00

90,000.00

100,000.00
75,500.00
80,000.00

200,000.00

518,000.00

221,000.00

250,000.00

6,000.00

6,000.00

42,345.00
50,000.00

借款单位
（或个人）

李亚三

陈进兴

吴周兴

李圣贤

吴亚发

吕海忠
甘立勤

蔡道雄

柯建雄
吴坤禄
韦继忠
陆业锋

张因贵

张瑞奇

黄文超

郑深洲

张亚发

借款本金
余额（元）

28,500.00

28,901.09

39,977.00

50,000.00

35,000.00

7,500.00
40,900.00

8,300.00

20,000.00
37,200.00
3,000.00

12,500.00

10,000.00

6,000.00

15,000.00

3,770.00

3,000.00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联信用社贷款催收公告
以下单位或个人在我社借款已逾期，望见报后15日内速到我社归还结欠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否则，我社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处理。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联信用社
2021年9月19日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海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沐光使者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华宏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华璇贸易有限公司、辜雨璇、辜乐山、林红、隋伟担保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海南海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执行
人辜雨璇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7号天伦·誉海湾(一期) B
区 1#楼 9层 903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29532号】依法享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且本案中已轮候查封
了上述涉案房产。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进
行拍卖等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钟小兰 联系方式: 0898-36686966 3668952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九月一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698号之一

新华社北京 9月 18 日电 9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现场与会
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后向记者介绍
了习主席此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
成果和重大意义。

王毅说，这是在隆重庆祝建党100
周年后，习近平主席出席的一次重要
峰会，也是今年我国面向欧亚地区采
取的最重要多边外交行动。今年是上
合组织成立20周年。20年来，上合组
织坚持弘扬“上海精神”，取得辉煌发
展成就，积累了丰富合作经验，为维护
地区安全稳定、助力各国发展振兴贡
献了“上合力量”，为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
理论和实践探索。当前，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国际形势复杂深
刻演变。成员国人民期待上合组织从
发展成就中汲取成功经验，从初心使
命中获取前行力量，更好地承担起支
持地区国家保稳定、促发展，倡导国际
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在
上述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
织20周年纪念峰会，对把握组织正确
发展方向，擘画组织未来发展蓝图，构
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毅说，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
了题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开启上
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回顾上合组织不平凡历程，习近平主席

总结了共促政治互信、共护安全稳定、
共谋繁荣发展、共担国际道义的“上合
经验”。展望上合组织光明前景，习近平
主席提出了走团结合作之路、走安危
共担之路、走开放融通之路、走互学互
鉴之路、走公平正义之路的“中国方
案”。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彰显了中方作为重要创
始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视和引
领，展现了习近平主席的大国领袖胸
怀和风范。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
导人围绕本组织发展成就和合作前
景、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共同探讨新形势下携手应对威胁
挑战、促进地区稳定发展的新思路和
新举措，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与会
各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合组织20年发
展成果，高度评价中方提出的重要倡
议，一致同意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
作，启航新征程、谋求新发展。峰会取
得的成果将对本组织未来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也将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
注入正能量。

一是高举“上海精神”旗帜，增进
团结合作。“上海精神”是本组织核心
理念，团结合作是本组织制胜法宝。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加强政策对话和
沟通协调，尊重彼此合理关切；要坚定
制度自信，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要秉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深入开展国
际抗疫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合理分配，
坚决抵制病毒溯源政治化。峰会宣言

重申成员国关于增进政治互信、反对
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等一致立场，
峰会还批准了成员国消除新冠肺炎疫
情对经济社会不利影响 2021 年至
2023年共同建议措施计划，展现了成
员国携手应对疫情等挑战，促进共同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坚持新安全观，笃行安危共
担。面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形势，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严厉打击“东
伊运”等“三股势力”，深化禁毒、边防
合作，尽快完善本组织安全合作机制，
推进落实反极端主义公约等法律文
件，加强各国主管部门维稳处突能力
建设。关于阿富汗局势，习近平主席
强调，要用好“上海合作组织－阿富
汗联络组”等平台，引导阿富汗搭建
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稳健温和
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同周边国家实现友好相处。
本次峰会批准了关于打击“三股势
力”、禁毒、保障国际信息安全等多份
文件，将为各方构建安全共同体筑起
铜墙铁壁。

三是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开放融
通。上合组织国家都面临振兴经济、改
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互利合作是应对疫
情冲击、促进经济复苏的良方。为此，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持续推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数字经济、绿色
能源、现代农业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

济联盟等区域合作深入对接。习近平
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国与本组织国家
累计贸易额将力争实现2.3万亿美元，
在上合组织银联体框架内启动实施二
期专项贷款，重点支持现代化互联互
通、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等“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峰会批准
了关于绿色经济、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
文件，反对以任何借口采取歧视性做法
阻碍数字经济和通讯技术发展，决定建
立成员国工业、能源部长会议机制，欢
迎中国举办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
交通大会。各方欢迎中方提出的倡议，
认为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疫情冲
击之时，中方真诚同各方分享发展机
遇，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四是加强互学互鉴，促进睦邻友
好。正是得益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
上合组织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
道路差异，树立了新型国家关系典范。
为进一步夯实上合组织发展的民意基
础，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涉及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扶贫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倡
议，包括未来3年中方向上合组织国家
提供1000名扶贫培训名额、建成10所
鲁班工坊、开展卫生健康等领域30个合
作项目，举办青年科技创新论坛，成立传
统医药产业联盟等。峰会发表了中方倡
议的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声
明，批准了环保、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
合作文件，欢迎中方举办2022年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体现了成员国期待将
本组织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的共

同愿望。
五是维护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

义。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
力地位”出发，不能推行霸权霸道霸凌，
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主席倡议要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规则为名
破坏国际秩序，反对制造对抗和分裂的
行径；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拆除割
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营造包
容普惠的发展前景。上合组织成员国认
为，这些倡议对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各方强调，上合组织要继续
坚守多边主义，反对通过集团化、意识形
态化和对抗性思维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主张在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下建
设多极化世界格局，顺应和平发展的世
界潮流，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发出“上合
声音”。

王毅说，本次峰会启动接收伊朗为
成员国的程序，决定吸收沙特、埃及、卡
塔尔为新的对话伙伴。“上合大家庭”不
断发展壮大，彰显了上合组织合作理念
的强大感召力。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将
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同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各领域合作，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建设性作
用，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
运共同体、开启上合组织发展新篇章不
懈努力。

王毅说，同日，习近平主席还以视
频方式出席上合组织和集安条约组织
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
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对阿富汗局势
的原则立场，强调各方应在尊重阿富汗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前提下，协助贯彻

“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让阿富汗
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习近平
主席就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推动阿富
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要支持阿富汗
国内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早日达成包容
性政治安排，采用标本兼治办法根除恐
怖势力。二是同阿富汗开展接触对
话。要从理性务实角度出发，同阿富汗
各方互动，引导阿富汗奉行温和稳健的
内外政策。三是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
难关。要及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
和抗疫支持，中方将尽快发送一批紧急
援助物资，并将持续提供力所能及帮
助。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作为阿富汗困
难局面的始作俑者，某些国家更应该吸
取既往教训，对阿富汗未来发展承担应
尽责任。

王毅最后表示，阿富汗历史正在翻
开新的一页，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
望同在。上合组织和集安条约组织成员
国都是阿富汗的近邻，举行联合峰会有
助于发挥两组织的独特优势和各自影
响，向国际社会发出推动阿富汗止乱回
稳、和平重建的积极信号。相信各国将
加强沟通协调，携手作出努力，支持阿富
汗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维护本地区持久
和平安宁。

弘扬“上海精神”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