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邦议院选举开始投票，出口民调显示德国社民党得票率为26%暂时领先

德国民众展望
观 天下

“接班人”即将出炉 菅义伟称无意入新内阁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

举进入倒计时之际，现任总裁、日本
首相菅义伟25日说，他“完全无意”
加入新任自民党总裁、也即新首相组
建的内阁。

自民党总裁选举定于29日投
票。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
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
4名候选人角逐党首之位。

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突然宣布
放弃参选，这意味着新当选总裁将成
为新首相。

根据自民党选举规则，382名自

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各地普通
党员和党友（即不受党章约束的党外
支持者）所投票折合为382票，两者
合计764票，得票过半者当选总裁。

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无人得票过
半，得票数前两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
二轮投票。382名自民党籍国会议
员每人1票，47个都道府县的代表
各投1票，得票多者当选。

日本新闻网26日报道，虽然河
野预计将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数排
名第一，但恐怕难以超过半数，投票
进入第二轮“几成定局”。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26日公布的冰岛议会选举最终
结果显示，新一届议会中，女性议员
数超过男性。这是欧洲首次出现一
国议会由女性占多数席位。

选举结果显示，新一届冰岛议会
63 个席位中，女性赢得 33 席，即
52%的席位。

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信息，不曾有
欧洲国家议会由女性占过半席位，之
前最接近的是瑞典，女性占据47%
的议席。

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的数
据显示，全球目前另有5个国家的议

会至少一半席位由女性占据，分别
是：卢旺达，女性占61%议席；古巴，
53%；尼加拉瓜，51%；墨西哥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分别为50%。

冰岛法律没有规定议会中女性
必须占一定比例。不过，冰岛一些政
党规定了各自议员候选人中女性的
最低人数。

冰岛新一届议会选举结果显示，
执政的三个政党共赢得63席中的
37席，较2017年议会选举多两席，
可以继续执政。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冰岛新一届议会女性占多数席位

后默克尔时代

9月2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记者会上说，“德尔里奥国际
桥”下临时营地当天被“清空”，美国政府已用飞机将约2000名移民遣返回海
地，另有约8000名移民自行返回墨西哥境内。

9月24日，被美国政府遣返的海地人在海地太子港杜桑·卢维图尔国际
机场等待离开。 新华社/路透

美国已将约2000名移民遣返回海地

■■■■■ ■■■■■ ■■■■■

遗失声明
海南中新工贸公司（注册号：

20126249-6）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新型材料建筑设计研究院海

南分院（注册号 20126113-5）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东博荣创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英州镇高土村委会不慎遗失陵

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英州信用社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原 件 ，账 号 ：

1006756000000140，核 准 号 ：

J6410013687202，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市大路镇总工会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10954303，现声明作废。

●澄迈永旺制砖有限公司遗失澄

迈县永发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6933201，

声明作废。

●澄迈永旺制砖有限公司盛旺分

厂遗失澄迈县永发农村信用合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9608001，声明作废。

●澄迈永旺制砖有限公司兴旺分

厂遗失澄迈县永发农村信用合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9607701，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在《海

南日报》A11版刊登的海南天悦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10923期）

内容中的“参考价：4.93万元”更正

为无底价拍卖，其它内容不变。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公告
我公司拟采取公开竞价方式对2

台门机进行报废处理，现邀请有资

质及履约能力的企业或个体工商

户参与竞价。有意向者请于9月

30前联系报名，联系人：程工，联

系电话：38237168。特此公告

三亚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6日

公告
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声明

对编号为0011751至0012500的

盖章版空白收据全部作废。特此

公告。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减资公告
海南塬轶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200MA5TU8H5
7W）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原伍亿美元整减少至肆亿美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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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13816377580。

减资公告
海南海轶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U7X0
54）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原伍亿美元整减少至肆亿美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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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6377580。

公告
根据渡海路排水管网施工期间实

际需求，渡海路（世纪公园路-新港

路）部分路段将于2021年9月25

日至2021年11月30日临时交通

管制，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

止车辆、行人通行。途经该路段车

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

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敬请谅

解。特此公告。 海口市水务局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9月24日

公告
海南大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薛云龙：
本委受理申请人薛云龙、曾琳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508、513号），现依法向
你及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受理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
10月29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26日

转让二手香蕉苗组培厂设备
灭菌锅炉、超净工作台、培养架、培
养 瓶 等 。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15108938967（李女士）

减资公告
东方广亨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0000MA5TLMWY9Q)
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300万圆整减少至人民币10
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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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7649022曾娟。

遗失声明
海南洪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潘华兴)法人

私章，声明作废。

●黄举富遗失座落于东山镇解放

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

籍国用（2001）字第14-0489号，

声明作废。

●海南季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月广场分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一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1070047803，声明作废。

●海南嘉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口泰丰西海岸度假村产

权式酒店”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副 本 一 本 （ 编 号 ：

460100201504270201），特此声

明。

●廖翌朝、李华英遗失坐落于东方

市八所镇滨海北路18号海东方1#

酒店式公寓615号房的不动产权

证书，证号：琼（2019）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10293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转 让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美兰赫本美容美发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英鑫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656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海劳人仲
裁字〔2021〕第628号仲裁裁决书，
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51119），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26日

公告
海南天宇共创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林芝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662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
11月 16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委
仲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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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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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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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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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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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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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临街商铺1200平分租整租
国兴大道，蔡先生 188892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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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18日10时起至 2021年10月19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
com）按套进行公开拍卖：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26
号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楼B座23层2301、2302、2303、2304四套
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613.41m2、305.25m2、339.75m2、524.34m2，
共1782.75m2。

参考价：8413.97元/m2 ，竞买保证金：50万元/套。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和支付

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竞买公告》、《竞买须知》。
特别说明：竞买人参加竞买前，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相关房地产政策要求；产权变更过户时，买卖双
方应缴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展示时间：2021年10月11日至2021年10月12日
电话：0898-66723305 15607688858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927期)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终止公告

我局于2021年9月17日发布《白自然资让告字（2021）6
号》，开展白沙县2021-BSYC-01地块网上交易活动，现因地块
没有明确安居型商品住房具体销售价格，须完善相关材料，经研
究决定：终止该宗宗地网上交易活动。在终止公告发布前已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将于终止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
还手续（按原交纳账户退回，不计利息）。终止交易原因消除后我
局将重新组织该宗宗地交易，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7日

海南省国营澄迈林场大发工区松树、桉树招投标，（四至范围以
澄迈县林业局批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位置图为准），面积约90亩，
保留价7.7万元。采用询价采购形式，选择承包采伐及销售作业一
体的企业或个人，报价高于保留价的报价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中
最高报价的报价人为第一成交候选人。报价以万元为单位，小数点
只能保留壹位数字。报价人应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或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参加：个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报名时间：2021年9月28日至30日
报名及提交报价文件地点：澄迈县金江镇太平工作站澄迈林场

办公室
报价文件提交截止2021年9月30日17：30（北京时间）
联系人：郑先生 13398917707

海南省国营澄迈林场
2021年9月27日

海南省国营澄迈林场林木招投标公告

世界新闻 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黄如祥A15 综合

图① 9月26日，在德国波茨坦，德国社会民主
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前右）和妻子抵达投票站。

图② 9月26日，在德国柏林一处投票站，一名
选民（右）参加联邦议院选举投票。

（本栏图片由新华社发）

全德按人口划分为299个选区

今年约有6040万人拥有选举投票资格

选票由第一票和第二票两部分组成：

德
国联邦议院选举

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枢
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执行

选举联邦总理等国家机构负责人
监督联邦政府工作等

通常每4年选举一次

按照德国现行选举制度和政党格局，
很难有某一党派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
绝对多数议席。因此选举结果揭晓后，得
票率居前的政党会商讨组建执政联盟的
可能性。决定共同执政的政党将谈判联
邦总理人选、内阁人事安排、政策走向等
议题，并最终出台一份联合组阁协议

协议达成后
新一届联邦议院会将总理选举提上日程

在程序上
总理需由总统正式提名
议员进行投票表决

由于执政一方拥有绝对多数议席
其总理人选一般都能顺利通过投票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

实行议会共和制

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

由于联邦参议院由各州政府指派州政府
成员组成，联邦议院是唯一经民众直接选举
产生的联邦国家机构

德国

来自47个政党的6211名候选人

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

第一票
选民投给所在选区候选人，得票最多者将以“直选议员”身份获得议席

第二票
选民投给参与选举的政党，各政党第二票的全国得票率

将决定该党获得的议席总数

目前，联邦议院法定设有598个议席。第一票产生299个选区直选
议席，原则上确保每个地区在联邦议院都有代表。第二票产生各政党
比例议席，将决定联邦议院内的政党力量分配，以及谁能上台执政

（新华社柏林9月25日电 记者张毅荣）
制图/张昕

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26日开
始投票，选举后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
组建新一届政府。来自47个政党的6211名候选人
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

投票站在当地时间8时开启，18时关闭。一些
民调机构在投票站设立了匿名统计点，初步投票结
果将在18时通过媒体发布。由于新冠疫情防疫措
施的条件限制，不少选民今年选择提前通过邮寄形
式投票。

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天举
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为26%，暂时居于
领先地位。

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执政16年后，不再寻求
连任。德国民众即将在选举后见证一个全新的德国
联邦政府。关于对“后默克尔时代”的展望，气候、经
济和外交政策是德国民众最关注的领域。

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包括联盟党、社会民主
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绿党和德国选择党。福沙
舆论调查所2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
主党与联盟党在民调中领先，支持率分别为25%与
22%。

由于两大党支持率都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加上
社民党此前已表示不愿再与联盟党联合执政，因此
未来执政的很可能是一大党加两小党的三党联盟。
这使得绿党、自由民主党等小党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给未来组阁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而更多小党的加

入也将影响新政府的政策走向。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经济学家蒂斯·彼得森告

诉新华社记者，他认为新一届德国政府在经济领域
应立即着手开展三项主要工作，即向“气候中立”的
经济转型和减少新冠疫情期间累积的政府债务，以
及应对人口数量变化。

德国杜伊斯堡汽车研究中心主任费迪南德·杜
登赫费尔表示，在“后默克尔时代”，他更加看重的是
德国的外交政策立场。他认为，在未来，德国需要与
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展开良好合作。

柏林一位13岁的学生沙林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在展望未来时，她也有新的愿望，那就是改善气候和
教育。“我希望关于气候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另
外，教育也应该变得更好。”沙林说。

选民亚历山大说，目前没有人能够对本次大选
结果真正做出预判，德国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过三
党联合执政的局面。他说，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德
国很多人都渴望稳定和连续性。

（据新华社柏林9月26日电 记者朱晟 张远
任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