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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211018期）

我司受三亚市出租汽车协会的委托，将于2021年10月18日
10时至2021年10月19日10时（延时除外）在淘宝拍卖平台（网
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公开拍卖：三亚市2544辆
出租汽车顶灯广告经营权，经营时间39个月，参考价:2390万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1、竞买人须为中国境内企业法人，有广告
经营业务范围；2、竞买成功后须在30个工作日内在海南省注册成
立运营实体（已有除外）；3、成交款每半年支付一次；4、竞卖保证金
120万元；5、竞买成功后须支付2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6、有意
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淘宝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认真阅读淘宝拍卖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7、拍卖标的在三亚所在
地展示，竞买人须自行现场勘验；8、详情直接进入淘宝拍卖频道→
资产交易→搜索：京海国际拍卖-进入主页查看，也可关注“京海拍
卖”公众号查看。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
垂询电话：0898-68520771 18889289611

车辆转让公告
QY202109HN022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11辆小型、中型客车，
车辆品牌有别克商务、奥迪A6、帕萨特、丰田海艾士等，挂牌
价每辆3500元至35000元不等，竞买保证金每辆10000元。
该批车证件齐全。公告期：2021年10月8日至2021年10月
20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
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产权交易 4 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03 施女士、
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8日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
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发行站站长，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优异

者可放宽条件）；
（三）5年以上团队管理工作经验，从事销售管理、店面经营，

有发行/物流/电商/保险等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具有一定的策划/组织/沟通能力和具备团队协作与服务

意识；
（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吃苦耐劳、工作中能抗压；
（六）熟悉电脑办公系统。
二、岗位职责
（一）全面负责发行站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发行站高效规范

工作；
（二）负责拟定发行站相关管理规定及考核措施，完善规章制

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带领全站人员完成上级下

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严格落实与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做好发行站

经营业务及活动等风险管控；
（四）按要求制定发行站工作计划，组织员工培训和业务交流

指导，探索新业务的拓展及策划相关活动方案等。
三、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
com。报名时务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
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四、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五、待遇
五险两金；工资+奖金+N。
六、报名联系方式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
黄女士0898-66810583、符女士0898-6681695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龙湖海口时代天街一期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15号，规
划用地面积45323.46m2，总建筑面积154139.34m2，《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460100202000025。现一期已完成2#、3#、6#楼、地
下负一层及其相应用地范围内道路、绿化、停车位、物业用房等配套
设施建设，拟根据分期开发申报一期2#、3#、6#楼及地下负一层规划
核实手续。此建成区（2#、3#、6#楼及地下负一层）与施工区（1#号
楼）已设置安全隔离设施。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予以公式。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1年10月8日
至2021年10月15日）。2.公示地点：龙湖海口时代天街一期项目
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限内与联系
人反馈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2）建设单位联系人：黄先
生15008959791。（3）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联系人：
黄女士0898-66827511，邮箱：zzgjlhfigs@sina.com。

海南天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8日

龙湖海口时代天街一期分期规划核实公示启事 万宁市新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商住小区用地
及地上建筑物整体项目转让

项目编号：XZ202107HN015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万宁市新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商住小区

用地及地上建筑物整体项目，挂牌底价26929.872万元，竞买保证金
10000万元。项目位于万宁市万城镇城北新区往周家庄村委会道路
东侧，东毗邻万宁小海（泻湖），占地面积为33799.84m2（约50.7亩），
土地性质：城镇住宅用地，地上建筑物面积11185.56m2，目前建筑物外
立面装修和安装已完成。公告期：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1月3
日。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0898-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8日

招租
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
平方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遗失声明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的《海口市建
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海
市规证建（2005）AE0044号和海
市规证建（2004）AE0143号原件
遗失，现声明原件作废，如有异议
请拨打电话：68720934。

典 当

遗 失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补充说明
本公司于2021年9月26日在《海
南日报》A07版刊登的海南天悦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10926-1
期）中关于“儋州市人民西路电力
村A栋401房”瑕疵说明补充：该
房产无法办理产权变更过户，具体
详情由竞买人自行到房管部门了
解，其它内容不变。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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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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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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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临街国兴一号商业楼招租
共三层，总面积4000m2，分别有
100-1500m2，可整租或分租。地
址：海口市青年路与海府一横路交
叉路口。电话：13078999940、
18976772420、13016213590。

●海口大民乐瓜果菜产销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琼海富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万雷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6199001283920，特 此

声明。

●澄迈美香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27MA5RH83G5M）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文承爽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7199305184973，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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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以无限量发债刺激经济，而国内
通胀相对可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
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美
联储经济学家认为，长时间的美债违
约可能会使投资者不愿持有美债、甚
至美元计价的资产；虽然投资组合的
调整相对缓慢，但会推动美元贬值，投
资者也会对所有美国资产提出更高的
风险溢价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自
欧元诞生以来，美元资产在全球央行

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已从71%降至去
年第四季度的59%，为25年来最低水
平。这期间，欧元资产所占比例维持
在20%左右，人民币等其他货币资产
所占比例则升至约9%。这表明各国
央行在逐步减持美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长期来看，美
国肆意挥霍造成财政赤字大幅扩张、
广泛使用基于美元的金融制裁，以及
欧元和人民币等储备货币地位的提
升，都会对美元的现有储备货币地位

构成威胁。
艾肯格林则认为，美债违约将造

成美元暴跌，美元将失去全球“安全
港”的地位。

专家指出，当今美元的国际货币
地位并非“天赋神权”，如果美国继续
挥霍其国际信用，财政货币纪律松
弛，滥用经济金融制裁搞霸凌主义，
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只是时间早晚
的问题。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 记
者高攀 许缘 熊茂伶）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斯6日警告，如果国会未能在本
月18日前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者暂停其生效，联邦政府将出现历史上首次
债务违约，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政客频频上演债务上限“闹剧”，挑动全球市场神经，凸显世界经济被美
债“绑架”的脆弱性，天量美债已犹如悬在全球金融市场头顶的“堰塞湖”。一旦
破防，美债违约将大幅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引发金融动荡。美债违约也将削弱美
国政府信誉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债、美元或许不再是全球资产的“安
全避风港”。

长期以来，美国国债得到美国的
政府信用担保和经济实力支撑，一直
被视作国际金融市场“最安全”的投资
工具，是许多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资
产。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场
资产定价基准，美国国债市场则成为
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流动性的债券市
场，受到国内外投资者青睐。

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
统计，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债市
场规模已超过21万亿美元，约29%由
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余由美联储、美国
国内银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
和个人持有。美国国债如果违约，将

大幅推高国债收益率，引发资本市场
重新定价和金融动荡。

近年来，债务上限问题屡屡成为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博弈的政治
筹码，两党往往在债务违约的最后期
限前达成协议。

根据美联储经济模型分析，假定
联邦政府债务“技术性”违约一个月，
其间美国财政部继续支付国债利息，
这会造成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
升80个基点、股市下跌30%、美元贬
值10%，美国经济可能在接下来两个
季度陷入温和衰退。

在当前经济复苏放缓和新冠疫情持

续蔓延的背景下，美债违约的冲击会更
大。穆迪分析公司近期发布的研究显
示，如果债务上限问题到11月仍未解
决，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
4%，失业率回升到近9%，就业岗位减少
近600万个，家庭财富缩水约15万亿美
元。美国国债将不再被视为“无风险资
产”，家庭和企业借贷利率将大幅飙升。
美联储运行的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不
能用来结算违约证券的交易，美债违约
可能会导致银行间结算系统冻结和回购
市场中止运转。而合同规定不能持有违
约证券的共同基金将不得不抛售美国国
债，美国金融机构将遭受灾难性损失。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记者
高攀 熊茂伶）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6日提出一项短期调高联邦政府
债务上限的方案，以打破与民主党持续数
月的政治僵局。即使民主党接受这一方
案，联邦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也未消除，其危
机节点只是延后至今年年底。

麦康奈尔当天发表声明说，共和党将
允许民主党通过常规程序立法将债务上限
调高到某一固定金额，以维持联邦政府的
现有支出水平到今年12月，从而为解决债
务上限问题争取时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舒默尚未与麦康奈尔敲定短期调高债务上
限方案的细节，但民主党预计将接受这一
方案，以集中精力审议规模达3.5万亿美
元的支出法案。此前，民主党控制的众议
院通过一项立法，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
生效直至2022年12月，允许财政部在这
段时间内继续发债。但由于遭到共和党阻
挠，这项法案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

据报道，避免债务违约仍是两党博弈
的底线，但两党对于提高债务上限的方式存
在较大分歧。民主党不愿单独背负增加政
府债务的政治压力。但共和党不满民主党
大幅扩张财政和提议加税，要求民主党利
用预算调节程序独自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美债违约冲击巨大

美元地位恐遭削弱

美国共和党提出
短期调高债务上限方案

新华社瑞士苏黎世10月6日电（记
者陈俊侠 姜雪兰）当地时间2021年10
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
世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
换意见。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增进相
互了解。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落实9月

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战略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
共赢，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
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
系，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攸关
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
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
严重损害。美方应深刻认识两国关系互

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
战略意图。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
美关系。

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期
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方表
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新冷战”，希
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
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中
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
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
场，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关心的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

话和沟通。

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双方同意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确轨道

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7日电 巴
基斯坦官员7日说，西南部俾路支
省当天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已
造成至少 23 人死亡、超过 300 人
受伤。该省受灾地区已进入紧急
状态。

俾路支省赫尔奈地区副专员苏
海尔·哈什米对媒体表示，死伤者中
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至少15名伤
者伤势严重，一些民众被埋在倒塌
房屋的瓦砾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
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发生5.9级地震
至少23人死亡300人受伤，受灾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10月7日，直升机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转运受伤人员。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7日
电 （记者和苗）瑞典文学院7日宣
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
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
尔姆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纳
因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
文学创作而获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
公报中说，古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
义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

陆间鸿沟的命运”，他将此“富有同
情心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文学
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
在变化，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识
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
（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
作为难民移居英国。从20世纪80年
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10多部小说
和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围绕难民主
题，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
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作家古尔纳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据新华社巴黎10月7日电（记
者唐霁）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总统
马克龙6日表示，希望继续调查法国
天主教会人员性侵问题，查明真相，
保护儿童。

法国“教会性虐待独立委员会”
5日公布了一份约2500页的调查报
告，披露自1950年以来法国约33万

名未成年人遭天主教会人员性侵。
马克龙6日就此事对媒体表态说，希
望这项调查工作能够继续进行，法
国社会“需要真相并弥补过错”。

马克龙说，令人震惊的性侵数字
背后，是无数受害者被摧毁的生活。
法国必须努力查明各方真相，保护儿
童，防止他们遭受心理暴力和性暴力。

法总统希望继续调查教会人员性侵问题

据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7日电
（记者胡晓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7日在布鲁塞尔说，北约决定驱
逐8名俄常驻北约代表团成员，因为
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当天说，北约决定驱逐俄外交官并
指责他们从事敌对行动，此举破坏
俄与北约关系正常化。

据报道，北约已撤销这8名俄外

交官的常驻资格，并再次削减俄代
表团人员数量，从20人减至10人。
被撤销常驻资格的俄外交人员须在
10月底之前离开。

北约2015年对俄常驻北约代
表团人数设定30人上限。2018年，
北约撤销俄常驻北约代表团7名成
员的资格，拒绝3名俄外交人员常驻
北约的申请，将俄代表团人数从30
人减为20人。

北约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俄总统新闻秘书：此举破坏双边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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