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 ■■■■■ ■■■■■

世界新闻 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 检校：招志云 邝才热A15 综合

声明
本人名下车辆琼A200D2(丰田卡
罗拉）年审将逾期，现无法联系到
实 际 使 用 人 吴 晶（身 份 证 ：
460031****0018）。现声明：1、吴
晶见报后即与本人联系。2、利用
本车辆从事的一切事务与本人无
关。特此声明。声明人：方略

●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局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昌江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0273705，
声明作废。
●中国民主同盟海口市委员会遗
失坐落于海口市新华南路5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Q2343号，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番阳镇人民政府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36490011842687，声明
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二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60102324065644J）不慎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及副本，声
明作废。
●儋州新春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于2019年8月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房东：王振香，承租方：郭凤德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垦
中路51号邮政局宿舍东楼第8层
811房房层租赁证，证号：海龙审租
赁【2020】第007663号，声明作废。
●海南播种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海南省农垦藤桥机械厂三亚服
务站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格兰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示
我处受理了刘明星的曾用名公证
申请。经我处审查，刘明星持有能
证明登记为刘明辉的现位于海南
省陵水县新村镇港门沟南边荒地
的土地材料(土地来源批准单位:城
坡大队，批准时间:1981年2月，批
准面积:110 平方米，实用面积:
124 平方米，陵水县人民政府于
1988年5月21日签发《处理私人建
房用地补罚款通知》)。凡对上述土
地有异议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5日内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
张，其法律责任自行承担。地址:
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电话:
0898-83324148，联系人: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2021年9月29日

股权转让公告
股权转让方祝国文（实际股权拥有
人为王玉华）在海南临高龙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持有原始股
15%，占公司股权15%，另有干股
分红股5%。现公开向公司原始股
东及第三人转让，公司原股东有优
先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请公司原始股东在法律
规定的期限内主动与该股权转让
人进行联系和洽谈。逾期该股权
转让人可依法向第三方转让。联
系 电 话 18604700336、
15048084955。特此公告

公告人：祝国文、王玉华
2021年9月30日

减资公告
儋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
民币 4.06 亿元减至 31039.44 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声明。

转让信息
中房上海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将所有
的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腾达大厦
1002-1010房通过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公开转让，信息披露期2021
年9月29日至2021年11月1日

铺面招租公告
海口市南沙路40号综合楼一楼现
有 2个铺面招租（其中 2号铺面
45.64平方米，起租价5200元/月；6
号铺面99平方米，起租价11800元/
月）。有意者请于2021年10月22
日前联系吴先生（13807588006）、
李先生（1380768383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招租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中南应用科学技术研究院海
南水处理中心拟向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中心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博鳌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拟向琼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长沙中南应用科学技术研究院海
南水处理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一 本 ，副 本 二 本 ，注 册 号 ：
4601002000671；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老城广兴隆购物中心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30012898,声明作废。●吴成川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 证 书 ， 证 号 ：
HN2010211730501，声明作废。●林英钰遗失房屋租赁证一本，编
号为:美房租证【2021】49752号，
声明作废。●陵水县英州镇天堂村委会遗失
集体土地所有证一本，证号：陵集
有（英）第00626号，声明作废。●海口市琼山区予阳义工服务中
心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107MJP237555L, 声 明 作
废。●王坚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打铜
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陵国用
（陵城）字第05058号，声明作废。●中共五指山市委组织部遗失工
商银行五指山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正本，核准号：Z6410001489001，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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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0930-1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0月 11日
10时至2021年 10月 12日 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http://zichan.jd.com）公开
拍卖：1、罚没的张清等人涉黑组织
涉案车辆琼AQ3788奥迪Q5、琼
AORJ77大众途观、琼ANF589五
菱荣光各一辆。2、罚没的罗周忠
涉恶犯罪团伙涉案车辆金鹿牌农
用拖拉机一辆。展示时间：10月8
日至9日。竞买人须登录注册京
东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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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7526393；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
主楼4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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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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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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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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商铺1200平分租整租
国兴大道，蔡先生 18889271930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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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龙华盈鑫望粉面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证
号 为:JY14601060088036 （1-
1），声明作废。
●英州镇高土村民委员会中村第
二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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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雄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月塘村委会第7小组的海南省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504号，声明作废。
●冯素珍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
32#208 房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21111636，金额：10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物价局不慎遗失海南省
财政定额(50元)非税票据1份，票号
编码：0077876343，特此声明作废。
●南宝镇博廉村委会博廉村民小
组遗失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0790501，声明作废。
● 王 兰 凤（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32196811270463）遗失坐落
于东方市八所镇九龙西路南侧建
设局小区120＃601房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房权证东字第06032号，
声明作废。

遗 失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号：4300000000755
05）与国信（三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460200000011160）
的合并协议，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信（三亚）
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存
续，国信（三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注销。吸收合并前，湖南省国立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6860.89万元，国信（三亚）经济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吸收合并后，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37010.89万元。被合并方债权债务由湖南省国立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承继。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合并公司的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视为放弃该权利。本次吸收
合并工作及被合并方解散注销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曙
光中路146号。国信（三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商
品街三巷26号。公司联系人:王英铼 15111137689。

特此公告。
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信（三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吸收合并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15日10时至2021年10月1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公开拍
卖：海口市国兴大道海航豪庭南苑3栋1单元2301房（认购书合同
权益）；面积：246.7 m2；评估价：5305037元；起拍价4244029.6元；
竞买保证金800000元。一、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
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后报名参与。竞买人的身份应符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的要求；竞
买人明知不符合海南房产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买，导致不能过户
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二、展示时间：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14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
（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
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包括欠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四、优先购
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
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五、标的的瑕疵说明及现状发布在电子竞价页面中；竞买人应
在参拍前自行踏勘标的物了解现状，阅读拍卖公告或电子竞价页面
后参拍的，视为对标的物理现状和法律现状的知悉。咨询报名电
话：0898-31982239 13807593991；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
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
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拉到底
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
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为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高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综合服务能力，交通银行打造了全行统一的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品牌“交银益农通”，构建了包括政策咨询、融资服务、财富
管理、支付结算、综合服务等综合性金融服务体系。近日，交
行海南省分行成功落地“交银益农通”项下第一款线上小额
涉农信用贷款。

“交银益农通”首位服务对象是某农业有限公司。正值
客户为采购资金缺口发愁，一笔由交行海南省分行发放的信
用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之前我也没在商业银行办理过贷款，以为申请会很繁
琐，操作很复杂。交行客户经理指点我线上操作申请，没想
到融资如网购般轻松，而且这笔贷款不用抵押，利率也不
高。”上述农业公司负责人说，在该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客户
扫描交行小微线上产品“普惠e贷”二维码，在完成认证、授权
等操作后，点击申请贷款，几分钟内便收到手机提示，成功申
请到授信。交行客户经理走村入户，奔赴田间地头为客户办

理核实并顺利放款。
该行创新采用“乡村振兴”+“数字化赋能”，依据不同

涉农产业特点以及自身经营数据，提供包括信用、担保等
贷款方式；通过线上模式扩大服务半径，实现业务申请、
准入、提还款等线上作业，提升服务效率，客户在家动动
手指，网上操作，便可申报贷款，该业务有效推动涉农业
务模式升级换代，优化客户体验，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同融资需求，包括可为产业链上下游涉农客群定制专
属的融资产品。借助该行已推出的“普惠e贷”线上金融
服务，实现客户线上申请、线上审批、贷款循环使用、随借
随还等便捷功能，解决金融服务进入乡村的“最后一公
里”。

下一步，交行海南省分行将继续以市县为重点，围绕优
势特色农业产品，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出更多符合“三农”特
点的金融产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海南交行上线“交银益农通”综合服务方案
以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9日举行总裁选举，经过两轮投票后，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当选。他
将在预定10月4日举行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

岸田上台后，在政党层面需要带领自民党迎战即将到来的国会众议院选举，在政府层面
需要进一步抗击新冠疫情、恢复经济，在外交方面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共有4
名候选人参选，分别是岸田文雄、
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总
务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代理干事
长野田圣子。根据相关选举规则，
自民党382名国会议员每人一票，
各地普通党员、党友投票按比例折
成382票，总共764票，得票过半
的候选人即可当选。

首轮投票中，岸田、河野、高市、
野田分获256、255、188、63票，无
人得票过半，河野和岸田进入第二
轮。在第二轮投票中，岸田和河野
分获257和170票，岸田凭借在国
会议员票上的较大优势胜出。

选前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岸田
和河野将通过第二轮投票才能决出
胜负。但与选前一些预测不同，人
气较高的河野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
拔得头筹，也未能在事先寄予厚望

的地方党员票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在第二轮投票中，岸田通过获取高
市阵营的多数议员票，进一步扩大
了得票优势。

由于日本很快将举行众议院选

举，明年夏天还将举行参议院选举，
自民党年轻议员更倾向于支持人气
高的候选人，希望利用新总裁的人
气提高继续当选议员的概率。而党
内大佬和资深议员连任把握大，在

选择支持对象时更多考虑派阀利
益、人际关系、政策理念等因素。相
比有“异端”之称的河野，自民党大
佬认为谨慎稳健、理念接近党内主
流的岸田更符合自身利益。

按照此前已确定的日程，日本
国会将于10月 4日举行首相指名
选举，由于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
盟在国会控制两院多数，岸田届时
将当选日本新首相。

岸田上台后，将面临多重挑
战。日本本届众议院将于10月21
日任期届满，大选预计将于11月举

行。岸田面临的第一道考验是能否
率领自民党赢得大选。如果自民党
在大选中丧失议席过多，岸田在党
内也将遭遇信任危机。

施政方面，岸田需要在菅义伟
政府的基础上平衡好疫情防控与经
济复苏。竞选期间，岸田提出“令和
版收入倍增计划”，主张通过改革分

配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间
阶层，但在整体“蛋糕”难以做大的
情况下，光靠改革分配来提振经济
能否奏效也成问题。

此外，岸田要想长期执政，恐怕
还需要做许多功课。如果他无法处
理好上述这些挑战，岸田政府将可
能成为又一个短命政权，日本政局

也将继续动荡。
在外交安保方面，岸田一改以往

稳健路线，提出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
略”的主张。但如果与周边国家一直矛
盾不断并不真正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如
何理性选择是他面临的一大难题。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郭丹）

挑战不少

“新旧”之争两轮投票

拉美裔美国人皮拉尔·扎瓦
拉在迈阿密市经营了一家有10
多年历史、约 100 名员工的餐
厅。疫情期间，餐厅经营遇到困
难，扎瓦拉向银行申请救济贷款
却连续被拒两次。她发现申请贷
款的过程“令人恼火”，“金融体系
并没有真正顾及少数族裔企业。”

美国《国会山报》日前援引一
份报告指出，美国众多少数族裔
小型企业主在疫情期间遭遇不平
等对待，由于无法公平获得援助
等，超过27%的美国少数族裔经
营的小型企业至今仍处于关闭状
态。报道说：“美国正经历一场不
公平的经济复苏，这令人不安。”

脸书公司发布的一份小型企
业发展报告指出，美国中小企业
普遍受到疫情冲击，其中少数族
裔经营的企业所受打击更为严
重，销售额降幅更大。报告显示，
少数族裔经营的中小企业倒闭的
可能性比其他中小企业高出9个
百分点。

调查显示，美国小型企业主
8月份对国内经济信心降至3月
份以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这
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经济领
域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如获
得金融机构贷款机会不均。据
统计，白人初创企业在成立当年
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是非洲裔的7
倍。去年美国出台“薪资保障计
划”，旨在为小企业支付员工薪
资提供资金援助，避免其破产裁
员。但少数族裔经营的企业通
过该计划获得援助的难度很大，
也无法利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的贷款计划融资。在第一轮申
请“薪资保障计划”的非洲裔和
拉美裔企业主中，只有12%收到
了援助资金。

《纽约时报》报道称，少数族
裔经营的企业获得的经济援助不
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分
析称，底特律、纽约布朗克斯区和
皇后区等有大量非洲裔小企业主
的地区，救济贷款的覆盖率并不
高。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显示，在一些大城
市，白人聚居区域的贷款覆盖率普遍高于少数族裔
聚居区域。

少数族裔中小企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已影响到
就业市场。约32%少数族裔经营的中小企业就业
人数减少，其他中小企业这一比例为25%。非洲裔
8月失业率上升至8.8%，几乎是白人失业率的两倍。
（原载自《人民日报》2021年09月29日 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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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煎熬 一朝登顶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 29

日投票选出新总裁，64岁的
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第二
轮投票中战胜行政改革担当
大臣河野太郎当选。按照相
关程序，岸田预计将在10月
4日召开的临时国会上被选
为新一任日本首相。

岸田通往自民党总裁之
路颇为坎坷。其行事作风谨
慎、稳重，但也因此曾在竞选
自民党总裁一事上多次被前
首相安倍晋三“放鸽子”。此
次胜出，基本也是安倍等党
内大佬在他和河野之间权衡
的结果。

出身政商世家A
岸田文雄1957年7月出生于东京，祖籍是

广岛县。岸田家是政商世家，祖父岸田正记是实
业家，并多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父亲岸田文武曾
在原通商产业省担任过局级官员，后来也成为众
议院议员。岸田家还与前首相宫泽喜一的家族
有姻亲关系。

岸田6岁时因父亲工作原因前往美国纽约
生活了3年。有报道说，他在美国上学时经常遭
白人儿童歧视。岸田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这些经
历成为他立志从政的“原点”。

岸田在东京名校开成高中上学时加入棒球
部，有评论认为他此后在政治生涯中重视团队精
神与此有关。1978年，岸田进入早稻田大学法
学部，1982年毕业后在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任
职。1987年，他辞去工作，担任已成为众议院议
员的父亲岸田文武的秘书。

1993年，岸田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他随
后加入自民党中的名门派阀宏池会。2000年，
当时的宏池会领袖加藤纮一准备配合在野党在
国会通过针对森喜朗政府的不信任案，岸田也
加入其中，但这场“叛乱”以失败告终。岸田回
忆说，“加藤之乱”的后果塑造了他此后从政的
谨慎作风。

2007年，岸田首次进入内阁，出任负责冲
绳及北方对策等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
2009年自民党下野后，他出任自民党国会对策
委员长这一要职。2012年10月，他被推举为
宏池会会长。宏池会也被称为“岸田派”，成为
他在自民党内的基本盘。

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上台，岸田被时
任首相安倍晋三任命为外务大臣。他在这一职
位上一干就是4年多。

长期担任外相B
2017年8月，岸田转任自民党要职政务调查

会长。当时，他被认为是安倍接班人的头号人
选。但他延续了一贯的谨慎立场，没有参加2018
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而是想等安倍再当一任
总裁后“禅让”。

2020年8月，安倍因健康原因辞职后，包括安
倍在内的党内大佬却没有支持岸田接任，导致岸
田在总裁选举中输给菅义伟。

在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日程确定后，岸田第
一个公开宣布参选。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令和版
收入倍增计划”，但安倍仍未支持他，而是选择支
持右翼政客高市早苗。

日本将于11月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一旦自
民党不能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满意的成绩，岸田
可能会在党内遭遇“逆风”。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记者刘赞）

备受安倍“煎熬”C

天下人物 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岸田文雄：：：：：：：：：：：：：：：：：：：：：：：：：：：：：：：：

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岸田文雄将出任首相 执政前路挑战多
岸
田
文
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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