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对白俄罗斯
施压，但欧盟安全研究所政治学专家克
拉拉·波特拉表示，认为实施制裁可以改
变目标国行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尽管白俄罗斯此前已遭遇多轮制
裁，但据白通社报道，白国内生产总值今
年1月至8月增长了3%，外贸顺差超过

20亿美元。而针对欧盟可能的新制裁，
卢卡申科11日就已发出威胁，如果欧盟
扩大制裁范围，白方将切断俄罗斯通往
欧洲的天然气运输。

与此同时，“欧盟记者”新闻网站记
者路易斯·奥格认为，西方制裁不仅不会
对白俄罗斯相关人员造成很大影响，还

将把白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俄罗斯。
事实上，白俄罗斯最近确实加强了

与俄罗斯的联系，卢卡申科9日就难民
危机与俄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两国近
期还有一些军事动作，俄两架战略轰炸
机10日与白空军共同在白领空执行巡
逻任务。

恐难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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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爱存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合同专用
章，声明作废。
●定安定城大鹏榨油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9025L71313365E）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丽珠不慎遗失海南创佳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和谐家园A栋1
单元603房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购房首付款），发票号码：
04666223，金额:230020元，声明
作废。
●孙荣发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罗带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5969
号，声明作废。
●符晓思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件编号:46000619940826294X，
特此声明。
●陈斌不慎遗失儋州市被征地农
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木
棠）字第4283号，特此声明。
●乐东黄流云菊食品部遗失公章，
法人章，声明作废。
●乐东黄流优乐果食品部遗失公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良芳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51237727，声明作废。
●海南宏丰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屯昌县南吕镇大城村委会二组
村民蔡道花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 书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2104202020013J,声明作
废。
●海南艺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文平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东
方影城A1001#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00798号，特此声明。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B1038#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807号，特此声明。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B1003#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809号，特此声明。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B1005#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808号，特此声明。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B1002#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810号，特此声明。
●海南威马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三亚分公司不慎遗失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正本和副本，车
牌号码:琼BD07142，运输证号：
交 运 管 许 可 证 三 亚 字
460200210085，声明作废。
●海南省澄迈县澄辉学校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231199437，声明作
废。
●张慧遗失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
住 院 收 费 票 据 ，票 据 代 码 ：
V0062942, 票 据 号 码 ：
Z00000203088, 住 院 号 ：
1178809，金额9427.32元，声明作
废。
●澄迈中兴安贝瑞儿奶粉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31599243，声明作
废。
●澄迈中兴安贝瑞儿奶粉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T72ND9P，声
明作废。
●海南鑫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万宁市龙首河桥头村至罗万村段
清淤疏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向公众进行
信 息 公 告 ，详 见 http://www.
tongjihbzx.com/a/xinwenzixun/
gongshixingxi/141.html。
陈主任：0898-62168477。
万宁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
司 2021年11月17日

●王德贵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A3
栋505号房，交房收款流程表交接
单收据1张，票据号：0003080，金
额：430元，声明作废。
●临高县小博士幼儿园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240006535，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镇新盈港幼儿园食
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34690240006772，
声明作废。
●连金鹏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龙沐湾福安
温泉大酒店C区1073房购房款票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XHA：
0003056，金额：176160元，声明
作废。
●海南省临高县和舍中学食堂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
JY34690240006262，特此声明作
废。
●临高东英立权移动通信专营店
（HNLGZ023）遗失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上
缴购机押金发票一张，金额10000
元，押金发票一张5000元，声明作
废。
●林良霞不慎遗失海南省第三卫
生学校护士毕业证书，证号：
HN2014211930490，特此声明。
●海南信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胡继成益禾堂冷饮店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2001443727，
声明作废。
●海南仙草南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
费 专 用 收 据 ，专 用 收 据 号 ：
7881102，声明作废。
●海南德祥堂药品经营连锁超市
有限公司陵水港坡村分店不慎遗
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
证编号：琼 CB2400136，特此声
明。

公告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计算机教
室建设项目”及“录播教室建设项
目”向社会邀请有资质的施工单
位。一、项目概况：计算机教室建
设项目，工程预算为 343154.45
元；录播教室建设项目，工程预算
为 436211.27 元。二、报名时间：
2021年11月17日至11月19日。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23888070

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1月5
日下午14:30在本委仲裁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如不
服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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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公告
海南洪润达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琼月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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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月14日下午2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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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公告
海口共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裴明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1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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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14日下午2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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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公告
海口全师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卫萍、陈翠婷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1〕第1119、1120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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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1月13日
上午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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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公告
海南卓泰咖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妍杉、周贞杰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1〕669、1093 号），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
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等以及海劳人仲裁字〔2021〕
646号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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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达。并

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2014
年7月21日在定安县
人民医院引产，当时
男婴被诊断为“脑积
水”，被王红娟将该男
婴领回家，请该男婴

的生父母或监护人60日内到定安
县民政局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63822298 王红娟

减资公告
经股东研究决定，中和信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整减至

人民币10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

债权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联系人：王强 电话：

18289371283

减资公告
经股东研究决定，海南中尚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0万元整减至人民币100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权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联系人：

胡坤尚 电话：13907554005

●海口秀英良芳餐饮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5MA5T1J069J，声明作
废。
●文平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东
方影城A1002#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00799号，特此声明。
●文平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东
方影城A1042#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00800号，特此声明。
●文平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东
方影城A1043#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00801号，特此声明。
●文平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东
方影城A1045#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00802号，特此声明。
●吴奇锐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黄
联收据，收据号：0003393，金额
1000元，现声明作废。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A1003#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806号，特此声明。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A1005#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795号，特此声明。
●林士竹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解放东路8号华人国际
东方影城B1001#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琼（2020）东方市不动
产权第0000797号，特此声明。
●琼海嘉积晓椰水果商行遗失公
章、(王鹏)私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1)字第
48591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
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418号
欧爱珍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振东区人民东365号海口市国
用(2001)字第48591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使用权面积为8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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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通告发布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美兰
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
我局将依法给欧爱珍补发上述宗
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特此通
告 。 联 系 人 ：李 宁 ，电 话 ：
65361223。 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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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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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尽管处于一线
的波兰和立陶宛将欧盟作为后盾，但它
们与欧盟的矛盾也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凸
显。两国希望通过修筑“隔离墙”限制移
民入境，但欧盟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考
虑，长期拒绝为修墙提供资金，只是近来
迫于压力才有所“松口”。

此外，波兰还反对欧盟插手其对边
境难民的处理。波兰政府已宣布其与白
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据欧

洲媒体报道，波方多次拒绝德国提出的
边境保护援助提议，不允许媒体记者甚
至是总部位于华沙的欧洲边境管理局的
人员前往边境地区，无视欧洲人权法院
提出的在边境提供支持的要求。

根据欧盟相关规定，成员国应与欧洲
边境管理局密切合作，共同执行难民遣返
相关决定。但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
委员于尔娃·约翰松至今未能访问波兰边
境地区。欧盟已呼吁有关成员国确保滞留

在边境的人员得到必要的照顾和援助。
目前，为解决难民危机的外交行动

正在展开。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11
日和15日分别同普京和卢卡申科通了
电话，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也与普京通
了电话，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14日同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了
电话，俄方表示愿调解此次难民危机。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 16日电
记者林浩 李骥志）

欧盟推出新制裁

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再升级
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15日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与白俄罗斯接壤边境的难民问题，与会各国代表同意对白实施新制裁。白总

统卢卡申科同日表示，正致力于遣返滞留在该国与波兰边境的难民，但如果欧盟对白俄罗斯施加新一轮制裁，白方将予以反制。
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国家此前已对白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新制裁可能导致白与西方紧张关系加剧，并使难民危机进一步升级。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
利15日表示，对白俄罗斯的新制裁将针
对一些个人和实体，具体措施将在未来
几日公布。欧洲媒体报道，制裁对象可
能包括运输难民的航空公司、旅行社
等。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表示将与欧
盟协调对白实施更多制裁。

白俄罗斯与邻国的难民危机自今年8

月就已出现。大量来自中东的难民为进入
德国等西欧国家，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和
立陶宛等邻国。随着边境难民不断增多，近
来当地局势日趋紧张。欧盟指责白俄罗斯
向欧盟边境运送难民，并迫使他们非法进入
欧盟。但白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是
西方制裁导致其无力控制难民潮。

欧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对白俄罗斯实

施多轮制裁。其中，欧盟自去年10月以
来，以去年8月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存在
舞弊为由，对白实施了四轮制裁，涉及
166名个人和15个实体，制裁内容主要
是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今年5月瑞安
航空事件后，欧盟于6月禁止所有白俄罗
斯航班飞越欧盟领空和进入欧盟机场，
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战略
师斯蒂芬·班农日前因藐视国会罪名受
到起诉，他15日向联邦调查局投案并在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首次出庭。

据美联社报道，案件当天未进入抗
辩阶段，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法
官将班农释放，没有要求缴纳保释金，
但要求他交出护照并每周向法院报到。

下次开庭定于本月18日。
“他们抓错了人，”班农结束出庭

后对记者说，“我们要开始出手了”。

他将矛头指向美国总统约瑟夫·
拜登、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和众议院
议长南希·佩洛西，称拜登命令加兰对
他提起指控。

班农12日因藐视国会罪名受到
起诉。起诉书写道，班农“拒绝按传票
要求现身作证”。司法部说，班农所涉
罪行有两项，一是拒绝就国会山骚乱
调查出面作证，二是拒绝按传票要求
提供文件。每项罪行对应的刑罚均为
30天至1年监禁和罚款。

今年1月6日，时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外示威，
数百人冲进大厦，迫使参众两院认证
民主党人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议中
断。一名国会警察和4名示威者在这
次暴力事件中死亡。

班农律师戴维·舍恩15日强调，
班农根据特朗普关于行政特权保护的
指示，不接受问话。舍恩还质疑司法
部将班农的轻罪指控当作重刑案件来
处理。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被控藐视国会

特朗普前顾问班农首次出庭

11月15日，特朗普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在出庭后离开美国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 新华社/法新

就2022年欧盟预算

欧盟理事会
与欧洲议会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5日电 （记者康
逸 李骥志）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15日就2022
年欧盟财政预算案达成协议，将新预算总额定为
1695.15亿欧元，总支出定为1706.03亿欧元。

根据协议，新预算将重点支持经济复苏、应对
气候变化以及绿色和数字转型，同时在2021年至
2027年多年度财政框架支出限额内留出足够空
间，以应对未来不可预见的需求。

按照程序，该预算案将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
议会在达成协议后14天内分别批准通过。

韩国版“逃离北上广”：

近6年340多万人
“逃离”首尔

韩国房地产调研公司Real Today16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随着首都首尔房价和房租价格不断
攀升，2015年至2020年这六年间，341万多人迁
出首尔。

从年龄段来看，迁出首尔者中30多岁居民最
多，占24.1%。其后是20多岁，占22%；40多岁，
占14.1%；50多岁，占11.8%。

韩联社援引Real Today的报告报道，大量
人口迁出，主要原因是近几年首尔房价和房租价
格大涨，工薪阶层更难安家。

据韩联社报道，虽然文在寅政府过去四年来
宣布大量平抑房价举措，包括增加供给和打击投
机，房价依然上扬。韩国人口大约5200万，近一
半居住在首都圈。随着首都圈铁路和公路网大规
模扩建，预计从首尔搬到首都圈其他地区的现象
还将持续。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观察

酝酿更多制裁

内部矛盾凸显

11 月 15 日，难民聚集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白方一侧
的营地。 新华社/法新

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中）在华盛顿白宫
出席基础设施投资法案签字仪式。

美国总统拜登15日在白宫签署总额约1万亿
美元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该法案与拜登
最初提议的约2.2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相比，法案
投资规模大幅缩水。经济学家认为，此项法案不
足以填补美国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新华社发

拜登签署万亿美元
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