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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风浪 合力前行
——2022年亚太形势展望

新年伊始，区域全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生效实施，成为
亚太开放合作新里程碑。
今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上海
合作组织峰会也将在亚洲
国家召开，全球治理将迎
来“亚洲时间”。这一年，
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
中国与周边亚太国家关系
站在继往开来新起点。

同时，亚太地区也面
临不少挑战：变异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持续扩
散，美国渲染“大国竞争”
搞“小圈子”外交，多国大
选牵动地区热点问题走
向，阿富汗深陷人道主义
危机……

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2022年将是亚太
穿越风浪、合力前行的关
键一年。

年底年初，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
毒株令亚太多国疫情大幅反弹，经济
复苏和供应链恢复势头面临中断危
险。如何在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之
间维持平衡，仍将是2022年亚太地
区各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塔利班掌权后的阿富汗正面临

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单边制裁和
资金冻结令饱受战争创伤的阿经济
雪上加霜。如果人道主义危机得不
到缓解，阿富汗有可能陷入动荡混
乱，给极端恐怖组织可乘之机，危及
地区安全稳定。

韩国拟于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给复杂敏感的朝鲜半岛局势增添变
数。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李在明主张将有条件放松对朝制裁
与朝方分阶段弃核同时进行，而在野
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主
张“先无核化、后安全保障”，对朝采
取极限施压政策。这场选举的结果

将影响到朝核问题走向乃至东北亚
局势。

在东南亚，菲律宾定于5月举行
全国和地方选举。现任总统杜特尔
特过去几年奉行务实外交，通过协商
解决南海问题。新总统上台后会否
延续务实政策，关乎南海局势稳定。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推行“印太
战略”，炒作渲染所谓“大国竞争”。种
种行为充分暴露美国是地区和平稳定
破坏者、团结合作搅局者的真面目。

美国在亚太搞封闭排他的“小圈
子”，无论是强化美日印澳“四国机
制”，还是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
英美联盟”，都充满冷战对抗意味。

美国高官还多次访问东南亚，意图拉
拢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但应者寥寥。

在军事上，美国派舰机开展所谓
“自由航行”行动，联合盟友在南海及

周边海域举行军演，频繁在亚太“秀
肌肉”、挑事端。美英澳三国蔑视国
际规则推进的核潜艇合作，更是将地
区置于军备竞赛和核扩散风险之中。

尽管存在各种挑战，团结合作、
共谋发展依然是亚太地区各国共识。

面对美国拉帮结派、在本地区制
造分裂对抗的图谋，多个国家已经公
开表明维持自主平衡外交、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的强烈意愿。马来西亚副外
长卡马鲁丁·加法尔表示，马方秉持中
立立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重申，越
南不与别国联手对抗其他国家。

应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国际

社会已行动起来。中国、俄罗斯、伊
朗、巴基斯坦等国分别向阿富汗提供
了食品、药品、越冬物资等援助。联合
国、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
织也采取措施为援助阿富汗提供支
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对
阿开展人道援助和其他支持基本人道
需求的活动不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

面对疫情反复，各国正进一步加
强新冠疫苗等公共卫生合作。中国
积极践行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的承诺，不仅向亚太发展中国家提供
大量疫苗，还与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等多国开展疫苗本地化生产合作，为
地区抗疫注入团结力量。

从世界范围看，亚太是疫情控制
相对较好的地区。RCEP如期生效，
世界最大自贸区正式启航，将进一步
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疫后经
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政府宣
布的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也将相
继落地，助推亚太地区形成更加紧

密、务实的贸易合作新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认
为，多项利好因素将使亚太地区在
2022年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世界
重心将进一步东移。新的一年，相信
亚太各国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
歧争端，坚持把发展合作作为对外工
作重要方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为
各自发展振兴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刘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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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黄伟平公证委托的声明
本人袁华（身份证号：460024197012268134）、叶丽群（身份

证号：441622197705085725），我二人特别郑重声明：
2016 年 4 月 21 日 我 二 人 向 黄 伟 平（身 份 证 号 ：

460024********3134）出具的《委托书》以及海南省万宁市公证处
为此出具的〔2016〕万宁证字第1007号《公证书》，自2022年1月
5日起作废。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以上《委托书》以及《公证书》
均无效，原受托人黄伟平无任何权限再行代理与我二人有关的任
何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我二人出售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北大镇
东兴农场场部东兴综合商住大楼2幢的25套房屋、签订买卖合
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等），自即日起，原受托人黄伟平持上述《委
托书》及《公证书》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我二人均不予认可，其行为
与我二人无关，我二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人：袁华、叶丽群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联系人：吉家桃，联系电话：0898-26669122，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169号。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公司名称
昌江鸿源石英砂开发有限公司
通什汇通公司
昌江县土地开发公司
昌江广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地复垦费）
县城投公司（预借棋子湾快速通道征地经费）
海南昌江泰琼实业有限公司
昌江聚百川实业有限公司
昌江县热作物开发公司
海南铁路公司
海南中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昌江县鸿发实业有限公司
昌江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昌江黎族自治县林业局（海南石英砂公司南罗石英砂矿山林地植被恢复费）
海南晖龙房东有限公司
海南恒实旅业公司（大榕树）
昌江建鹏新建材有限公司
海口联侨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复垦押金）
昌江汽车联营运输有限公司
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
海南钢铁公司财务处
昌江金达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恒泰集团有限公司
洋浦天龙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昌江日昇木业有限公司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公司名称
金华工商城开发有限公司
好当家昌江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复垦费）
昌江县糖业公司
海南钢铁公司
昌江鹏鑫劳务有限公司
昌江定和木材切片有限公司（杨进）
海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晶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海维公司
海南恒泰芒果有限公司
昌江荣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复垦费）
昌江县劳动服务公司
昌江广源新型节能墙体材料公司
昌江县黄金公司
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复垦押金）
达成电脑有限公司（电脑软件）
昌江县烟草公司
昌江县石油公司
昌江县机械工业总公司
昌江县种子公司
海南金昌金矿有限公司
昌江县供电公司
昌江富金核电配套服务有限公司
昌江县通讯总公司

公告
我局在清理长期挂账的其他应付款时发现有48家单位（详见列表）无法取得联系。为了规范我局财政资金管理，请列表内的48家

单位（或法定代表人）于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及其他应收账款情况。如未能
在2022年1月27日前主动联系我局，我局将全部数额上缴至昌江黎族自治县财政国库。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218期）

受业主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2月17日10时起至2月18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
taobao.com）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海南哲仁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100%股权，该公司资产位于老城镇盈滨半岛约34亩一线海
景土地及地上2层3775.84m2的建筑物，参考价：1.5亿元，竞买保证
金：2000万元。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展示时间：
2022年2月14日至2月16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保证金账
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金贸支行（保证
金以款到账为准）。有意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2月16日17
时前与我公司联系，预约查看标的时间，并于拍卖会前在阿里拍卖资
产处置平台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公
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联系方式：
0898-66736719、18976476929，韩先生；13398912133，李女士。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月25日 10:00在本司拍卖厅对下
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标的物名称：三亚永丰红南繁种业有限公司51%股权。拍卖
参考价58.7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2.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月24 日17:00止；
3.特别说明：1.标的物以现状进行净价拍卖，办理股权转让、过

户等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并承担全部费用。2.在同等条件下，其
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人请于2022年1月24日17:00
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交有效证件及提供书面说明其优先购买权的
依据，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24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以到账为准）及前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6531951 66531958
办公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八楼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0125期）

晨晖·西海岸广场二期（晨晖·添玺）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
南侧，项目于2018年6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主要为图纸更
正、垃圾站调整等。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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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4日至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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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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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晨晖·西海岸广场二期（晨晖·添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5日10:3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以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宝安商业广场84
号商铺，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21〕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03060号，
建筑面积：42.15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202320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1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月24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1月24日16:0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
特别提示：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

关房产限购政策；产权过户变更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所有
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咨询电话：0898-68538965 18976947136（微信同号）
网址：www.hnbhpm.com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3399022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悦四季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东侧。项目于
2016年6月批建，建设单位结合施工图审优化设计方案，地下室局
部功能调整后，机动车位相应调整。1-2层商业裙房局部功能优化。
3层入户花园处取消花池，建筑外立面及色彩相应微调。调整后总
机动车位数量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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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4日至1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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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悦四季花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9日10时至2022年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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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1.瑞士ROLEX手表1块；2.三星、华为等品牌旧手机20部；
3.英菲尼迪、起亚等品牌旧机动车3辆。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
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一、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
月28日17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二、上述标的均以现状、
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担。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通
道三：15120880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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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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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114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30日10:00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按现状公开拍卖：杨昌武位于琼海市长坡镇
长兴街 3520.4 平方米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国用
〔2007〕第0530号）及建筑面积为229.50平方米的房产（《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6003号）。参考价：408.57万元；
竞买保证金：80万元。特别说明：1.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
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和当地政府土地规划
政策；2.涉案财产产权变更过户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土地出让金
及拖欠的物管费、水电费等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至2022年 1月29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 1月
29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
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网址：www.
hntianyue.com，联系电话：0898-68555961、18907696160，联系
人：陈先生，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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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14期）

美国CPI连续上涨
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

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
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创
1982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这一显示美国
通胀形势紧张的最新数据公布后，各方对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强化。

美国通胀压力难缓解
CPI创31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高通胀主要受供应链中
断、劳动力短缺、大规模财政支出政策以及超宽松
货币政策推动。受新冠疫情影响，通胀压力短期
内难以缓解，美联储会提前加息的预期不断强化，

“鹰派”色彩日渐浓厚。
去年 12 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5%。剔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6%，同比上涨5.5%，创1991年 2月以来最大
同比涨幅。

数据还显示，尽管企业为填补职位空缺而大
幅加薪，但2021年美国员工实际薪资不增反降，
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平均时薪低于上年。

与此同时，企业上调产品价格的预期不减，将
进一步加剧通胀形势。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
数据显示，去年12月，约49%的小企业计划在未
来三个月上调产品价格。

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拉·豪斯认为，
CPI连续上涨让通胀形势“出现了很难打破的惯
性”，预计未来几个月CPI同比增幅将保持在7%
左右。

美联储今年很可能提前加息
预计加息四次的可能性约为50%

市场普遍预计，随着美国就业市场接近充分
就业，美联储今年很可能提前加息，以遏制物价不
断上涨。

根据美联储去年12月发布的预测，美联储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8名成员一致认为，今年美联
储将至少上调一次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其中
10名成员预计将上调三次利率水平到0.75%至
1%之间。

美联储去年12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
联储官员普遍认为疫情初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
策已不再合理，比预期更早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可能是必要的”。
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12日出席国会听证会，

同样对高通胀表示担忧，称“通胀太高了，全国工
薪阶层都很关心他们的薪水还够不够花”。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项数据显示，市场预计
美联储在3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接近
79%，预计美联储今年加息四次的可能性约为
50%。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认为，通胀持续
高企和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将推动美联
储在3月、6月、9月和12月四次上调联邦基金
利率水平。

鉴于通胀水平可能仍远高于目标水平，美联
储可能在7月启动资产负债表缩减进程，较此前
预计的12月大幅提前。

（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