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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咪熙农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
人章（孙庆宝），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市农业服务中心遗失 0101
财政非税票据（手工票），票据编
号为：0294848760-029484900X
（其中票根24份、空白票据1份）；
票 据 编 号 为 ：0313591762-
0313592001（其中票根21份、空
白票据1份）；0115财政非税票据
（收票定额50元），票据编号为：
0049700260-0049700455（其中
票根20份），声明作废。

●儋州中和鸿兴电信专营店遗失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一张，金额伍仟
元整，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海银都宾馆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0003269，声明作废。
●海南逸驰天下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公章磨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安华胜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琼 交 运 管 许 可 三 亚 字
460200100505，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加乐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失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加乐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
账号原件，账号：21070800100350
0000049，核准号：J6410002541
608，特此声明作废。
●赵祝圆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20019971007490X，特此
声明。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琼山市大坡镇国
用（九四）字第0106号，现声明作
废。
●昌江石碌绿竹新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955567，声明作废。
●海南花梨文化研究会不慎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7333002，声明作
废。

认婴公告
女，出生日期不详，由一对贵州籍
夫妇在东方市东河镇一香蕉地发
现，该女婴无明显特征，现登报寻
找该女婴生父母，请于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
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25522572

海南省东方市民政局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郭茹君拟继承郭宏昌遗留的坐落
于海口市海秀路160号金桥大厦
612房商品房一套[产权证号：海口
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158270
号]，如有异议，请即日起七日内
向本处提起。联系人：张公证员，
电话：68563965。

讣告
海口市湖北仙桃商会荣誉会长昌
又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
年12月8日6时32分逝世，享年
73岁。昌又香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定于2021年12月10日在海口市
举行，谨此讣告。
联系人：刘先生13976982316

海口市湖北仙桃商会
2021年12月8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海南美哆哆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12月24
日13:14分在海口市龙华区豪苑
路翠景苑1314号召开股东会，议
题：讨论本公司注销事宜，望各位
股东准时参加。联系人：杨莎，电话
15570897541。海南美哆哆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公告
海口鸥度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梅林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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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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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通知
雷少华股东：本公司决定于2021
年12月24日上午10时许，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变更公司股东股权转
让事宜，现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联系
到股东雷少华，因此，请股东雷少
华在见报后准时参加，如本人不能
前来参加会议可委托他人出席（向
本公司提交书面的授权委托书），
逾期不出席会议，视为公告送达，
对所有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海南陶源之家贸易有限公司

公告
刘文玲：
本委受理被申请人海口亚太新医
疗美容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劳动争
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594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1〕第355号仲裁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52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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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

减资公告
海南数码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91469007MA5TJ3CR13)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45万元，原债权债务
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辅玉 17763818134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人民政府
遗失法人（蒋文强）私章，声明作废。
●海南缤纷园艺有限公司遗失座
落于琼山市三江镇热作场内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三江国用
（99）字第11-0001号，声明作废。
●海南牛蹄豆艺术团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 杨 赟 遗 失 警 官 证 ，证 号 ：
001176，声明作废。
●冯单斌遗失座落于府城管区金
花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琼
山国用（府城）字第04027号，声明
作废。
●白沙牙叉鸿伟装饰店不慎遗失
经营者梁红银印章，现声明作废。
●陈兴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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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57
号，声明作废。
●海口华宗农机油料有限公司三
江经营部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快快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A91A
D25A）遗失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仁丁村民委员会
仁丁村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4459802，
声明作废。
●儋州中和鸿兴电信专营店遗失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一张，金额壹万
元整。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王若猛不慎遗失残疾军人证，
证号：琼军A000007，特此声明。
●文昌市锦山镇罗民村民委员会
文家南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2146201，
编号：6410-00175953，特此声明
作废。
●文昌文城文辉银宛酒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2064367，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南国宝宝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富成支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户 ：
21253001040025340，核 准 号 ：
J6410030077101，声明作废。
●东方国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
第五组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陈志强私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琼中县基督教协会不慎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69030MJP268
327H，声明作废。
●马华娟、马华霞遗失座落于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271号之1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有
（1996）字第27377号，声明作废。
●马德儒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龙岐村271号土地使用
证，证号：海口市国有（95）字第
19083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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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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招租
海口市桂林洋桂高三横路现有
1000m2仓库招租电话13707525351

招租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广告·热线：66810888

亚特兰蒂斯花园（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大道西侧。项目于
2015年6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结合施工图审，优化设计方案，主要涉
及A、B栋首层调整为架空层，二层以上平面户型优化。总建筑面积由
32340.31m2 调 整 为 33435.58m2，增 加 1095.27m2，占 地 面 积 由
3556.38m2调整为3377.82m2，减少178.56m2，地上面积由31139.2m2

调整为32213.04m2，增加1073.84m2，地下面积由1201.11m2调整为
1222.54m2，增 加 21.43m2，计 容 面 积 由 29395.40m2 调 整 为
29357.72m2，减少37.68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2月9日至12月22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
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亚特兰蒂斯（一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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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联合国12月7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
国副代表耿爽7日表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
题的合适场所，但针对有关南海问题的错误言论，
中方要作出严正回应。

第76届联大全会当天审议“海洋和海洋法”议
题，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在发言中针对南海
问题发表错误言论。耿爽在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中
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在
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
依据。中国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
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和平解决争议，同时全力维护与
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耿爽强调，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所作裁决无效，没有
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
认所谓裁决，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
行动。希望菲方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此
为正道。

中方指出，中国一贯尊重并支持各国依据国
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事实一再证
明，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自由，在南海从来
就不是问题。值得警惕的是，有的国家以“航行自
由”为名，派遣军用舰机在南海炫耀武力，威胁沿
岸国主权安全，各方对此应坚决反对。希望各方
特别是域外国家客观、理性看待南海问题，不要在
南海制造事端，不要搞军事挑衅，不要挑拨离间中
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切实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中方在联大严正回应
有关国家涉南海问题错误言论

根据联合组阁协议，新政府共
设15个部长席位，社民党、绿党和
自民党分别占6席、5席和4席。分
析人士认为，三党此前分歧较多，如
今的组阁协议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未来政府如何运转，将考验内阁主
要官员尤其是被视作默克尔“接班
人”的奥拉夫·朔尔茨的政治智慧。

有分析说，联邦德国72年历史
中，新旧政府过渡总体稳定，还未发
生过新旧政府政策决裂的情况，这次
应该也不例外。默克尔曾用“可靠”
评价朔尔茨，10月底她还同朔尔茨
一道赴意大利罗马参加二十国集团

峰会，并向世界隆重推介朔尔茨。朔
尔茨此前向选民表示，将保留默克尔
执政16年留下的政治遗产，会保持
政策的延续性。

联合组阁协议11月底达成一致
以来，三党对外展现一团和气。不
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三党在气候、
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存在分歧，此前
还在财政部长等内阁职位的分配上
发生争执。新政府上台后，如何有效
弥合各方分歧，化解面临的挑战，实
现预定的内外政策，任重道远。

（新华社柏林12月7日电 记者
顾梓峄）

考验政治智慧

默克尔时代落幕

朔尔茨当选总理，德国新政府启航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
登7日举行视频会晤，双方重点讨论
了乌克兰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双方
态度强硬，各说各话，乌克兰局势如
何发展难以预料。而且俄美之间存
在根本性、战略性矛盾，此次会晤难
以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互不相让
此次俄美领导人会晤正值俄乌边

境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问题成为此
次俄美领导人视频会晤的中心议题。

普京表示，不应将乌克兰东部局
势升级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因为北
约正试图征服乌克兰领土，并不断将
军事力量扩展至俄边界附近。俄罗
斯希望获得可靠的法律保证，以防止
北约进一步东扩和在俄罗斯邻国部
署进攻性武器系统。

拜登则表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
对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区加强军事

部署“深感担忧”。俄方若采取军事
升级行动，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
友“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回应
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在乌克兰问题
上，俄美分歧巨大，难以协调。在此次
会晤中，双方更是针锋相对，互不相
让，乌克兰局势会如何演绎依然不明。

矛盾难解
普京在会晤中还表示，目前俄美

双边合作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两
国外交使团在工作中困难重重，而这
一切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
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基斯利岑
认为，拜登上台后试图重塑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并降低欧盟改善对俄关系
的兴趣，这加剧了北约与俄对峙的局
面。此外，美国试图利用乌克兰问
题，提高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直
接触犯俄方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俄

罗斯绝对不允许的。
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
认为，考虑到美国内反俄情绪，以及
双方在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白俄
罗斯、人权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俄
美战略冲突的结构性矛盾难解，互动
并不能为俄美紧张关系带来突破，双
方在各领域的博弈仍将持续。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 7日电
记者耿鹏宇）

国际观察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自民党）7日在柏林正式签署联合组阁协议。新一届德国政府诞生，意味
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正式落幕。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带领德国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考验新政府内部各方的政治智慧。

舆论认为，德国新政府在内政方
面的计划雄心勃勃。

首先，由于绿党的重视，环保相
关政策将是新政府优先事项。据报
道，新政府计划在“理想情况下”将
淘汰煤电的期限从2038年提前至
2030年，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
电比例从当前设定的 65%提高到
80%。新政府还将引入“气候检查”
机制，即政府各部门在审查法律草
案时都会把对气候的影响和是否符
合气候目标纳入考量。同时，政府

为了激励企业投资绿色领域，未来
企业对环保科技的投资可获政府减
免赋税。

其次，新政府将在改善社会福利
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包括：提高法定
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2欧元，计划每
年建造40万套住房，继续限制房租
上涨，改善卫生福利等。此外，改善
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网络速度、为长
期失业者提供更多继续教育培训的
机会等也是新政府计划的工作重点。

财政方面，新政府表示，将从

2023年起继续坚持以往的“减少债
务”政策，不过因当前德国新冠疫情
严重，2022年可以暂不坚持减债原
则。

在颇受德国民众关注的养老退
休政策方面，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
党的组阁协议来看，改革力度不大，
引发外界批评。德国伊弗经济研究
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说，这是组
阁协议里最弱的地方之一，就当下
德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趋势来
看，当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先
前组阁谈判中要求调整外交政策路
线的声音并不小。但有分析人士认
为，新政府基本会延续默克尔的外
交政策。

根据组阁协议，新政府将继续
支持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秩序方面发
挥作用，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
革，也将利用2022年德国担任七国
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进多边主
义。新政府还将推动世贸组织发
展，推动改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欧洲事务方面，新政府将继续重
视德法盟友关系，同时重视通过欧盟
平台发挥影响力，推进欧洲战略自
主，包括加大对欧洲议会的支持，加
强欧盟在包括能源供应、卫生、原材
料进口和数字科技等国际事务关键
领域中的战略自主性等。另外，新政
府还表示会更重视欧盟东部和南部
事务，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与合作。舆
论认为，新政府可能将促进欧盟成员
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上行动一
致，从而在国际上更有作为。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要求

德国将国防支出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2%这件事上，新政府组阁协议采取
了模糊表达，表示会长期将国内生
产总值的3%投入到国际行动中，以
加强德国外交和发展政策，同时履
行其在北约的职责。德国媒体称这
一表述为“一种灵活的包装术”。

对俄罗斯关系方面，组阁协议
把德俄关系定性为“深层和多样
化”，新政府寻求全面和稳定的对俄
关系，愿意采取建设性对话，同时与
俄罗斯在包括氢能源、卫生、气候和
环保领域等议题上加强合作。

对内多头并进

俄美总统举行视频会晤

普京见拜登 警告对威胁
这张俄罗斯航天局提供的照片显示，12月8

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俄罗斯宇
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中）和日本富商前泽友
作（右）及其助理平野阳三在出发前合影。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
设记者站，成为全球首个在国际空间站设立常驻
机构的媒体。塔斯社首位太空记者为俄罗斯宇航
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他于12月8日与日本富
商前泽友作及其助理乘坐俄罗斯“联盟MS-20”
号飞船进入太空。米苏尔金将在空间站讲述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可通过塔斯社了解相关消息，
相关照片和视频也会在塔斯社网站和社交媒体官
方账号上发布。 新华社/美联

俄罗斯塔斯社
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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