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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琼海大东南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9002754358914Y；遗失
公章和财务章，声明作废。
●王善任遗失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证，证号：46073007，声明作废。

●郑智敬（于2022年2月12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40882199809225732，特此声明。
●官学武不慎遗失坐落于龙昆南
路13号省教学仪器厂宿舍A栋
601房的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
租证〔2019〕第34112号，声明作废。
●海口大西南民族文化发展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29366685-X，声明作废。
●海南巴蜀风情园装饰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嘉豪不慎遗失阳光金典收据
一张，收据编号：1289893，金额：
200000元，特此声明。
●张嘉豪不慎遗失阳光金典收据
一张，收据编号：1289961，金额：
2219952元，特此声明。
●韩鹏不慎遗失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 出 入 工 作 证 ，证 件 编 号 ：
T290049，声明作废。
●海口远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公告
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车牌号为：

桂KU8567、湘H69697、湘J66133、

豫EYZ889、粤KSC937、云H9Q306、

琼D00858、琼D01148、琼D01178、

琼D01503、琼D01863、琼D09480、

琼DP2736、琼D01339、琼D01688、

琼 D08971、琼 D06440 的车主及

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

指山分局或就近的各市县征稽分

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及时

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将进

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

0898-86622290。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

2022年2月16日

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联系人：邓敏，联系电话：

15841177191。

海南希望之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6日

注销公告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

决书》〔2021〕琼行终320号及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琼中府

〔2020〕35号文件，现将依法办理

注销琼中鸿亨实业有限公司（原为

屯昌县鸿亨实业公司）名下琼中国

用（籍）字第16、17、18、19号的4

宗《国有土地使用证》。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 2022年2月16日

减资公告
新中运（海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

A5U13JD4H）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8669763887（张嘉翊）

减资公告
海南希望之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

A5TNF3G9G）经公司股东会议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7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

●刘道军、张利容不慎遗失海南宝
名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
二期8#2201房收据一张，编号：
19868058，金额：57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亚豪家电维修店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张苏红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32824197007134588，特此
声明。
●万宁市礼纪镇竹林村民委员会
遗失万宁市礼纪农村信用合作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6500902，现声明作废。
●任学宏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抱伦农场山海湾六期C栋115房，
证号：琼〔2018〕乐东县不动产权
第0001529号，现声明作废。
●符文才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志道村委会木开村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18270
号，编号：B460801901345，现声
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22年2月15日在《海
南日报》A09版刊登了《罚没房产
拍卖公告》，现做以下更正：将“原
起拍价 333.8650 万元、333.8359
万元、400.5910 万元”分别更正
为“334.6134 万 元（5# 别 墅）、
334.6126万元（8#别墅）、400.9879
万元（52#别墅）”，其他内容不变。

辽宁金茂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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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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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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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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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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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寻 人

寻人启事
何耀文，男，55
岁，身高170cm，
广东省湛江市东
海岛人。2022 年
2 月 11 日凌晨 1
时30分乘船从海
南省新海港前往

广东省徐闻港的途中下落不明，失
联时身穿蓝色长衣长裤工作服，现
单位和家人正焦急寻找中，盼望广
大市民朋友如有知情者，请提供相
关信息，万分感谢！
联系电话：揭先生18927640678

何女士17689718799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注乌克兰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14日与俄、乌外长分别通话后，向
媒体宣读声明，呼吁通过外交手段化
解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紧张
局势。

声明说：“放弃外交、选择对抗，

不是向前跨越一条线那么简单，而是
相当于纵身跳下悬崖。”

古特雷斯呼吁避免煽动性言论，
认为公开言论应以化解紧张局势为
目的，而不是火上浇油。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14日

到访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他说德
国正在寻求解决目前复杂局势的外
交途径，并与法国一道加紧努力推进

“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朔尔茨于
15日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4 日电
（记者邓仙来）美国总统拜登14日与
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讨论乌克兰
局势。

根据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两国
领导人重申，美英两国支持乌克兰主
权和领土完整。声明说，拜登和约翰
逊就加强北约东翼防御能力进行了
讨论，并强调将与盟国和伙伴保持密
切协调。如果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
带“增加兵力”，美英两国及其盟友和
伙伴将让俄罗斯“付出严重代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发表声
明说，美国务院已启动暂时关闭美国
驻乌克兰大使馆的程序，使馆业务将
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转移至西部城市
利沃夫。

布林肯称，美方此举是对俄罗斯
在俄乌边境“增加军事部署”的预防
性措施，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
重开使馆。他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
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与俄罗斯保持
外交接触，认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美英领导人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14日
罕见地动用一项紧急法案，临时授予
联邦政府更多权力，以平息该国持续
多日的卡车司机抗议示威活动。

这项法案名为《紧急状态法》，
1988年获得通过。按照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的说法，这将是加拿大政府
史上首次启动这一法案。

该法案赋予联邦政府广泛权力，
例如限制自由行动和集会、冻结个人
和企业账户、切断融资渠道以及动用
军队和联邦警力。

特鲁多1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只

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有限使用法案，
不会扩大化。

特鲁多说：“（卡车司机示威造成
的）封锁正在危害经济和公共安全。
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这些危险的违
法行动继续下去。”

特鲁多召开记者会前与各省省长
举行视频会议。渥太华所在的安大略
省表示支持动用紧急法案，但魁北克
省、艾伯塔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
温省表示反对。魁北克省长弗朗索
瓦·勒戈说，特鲁多此举无异于“火上
浇油”。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将调
动联邦警力帮助地方执法部门应对示
威，拖走堵在首都渥太华街头和加美
过境点的卡车车队，冻结示威者及其
支持者的个人和企业银行账户，暂停
卡车车辆保险，封杀给示威者募捐的
众筹网站和支付平台。

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示威活动受
到保守派和右翼追捧，不少人在网上
捐款，捐款中大约一半来自美国。

加美多个过境点和渥太华市中
心近日被示威者用卡车堵塞。加美
之间最大陆路贸易通道——加拿大

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
特律市之间的大使桥13日晚终于疏
通。但加拿大艾伯塔省库茨与美国
蒙大拿州斯威特格拉斯之间的过境
点13日爆发冲突。当地官员说，示
威者试图用卡车和拖拉机冲撞警车，
骑警队14日逮捕11名闹事者并查
获大量枪支弹药。

这场示威由加拿大政府1月中旬
宣布的新规引发。政府要求卡车司机
从美国入境加拿大时必须出示新冠疫
苗接种证明；美方数天后也出台类似
举措。大批加美两国卡车司机反对新

规，示威司机1月底打着“自由车队”
的旗号开进渥太华，示威活动随后蔓
延加拿大多地并且外溢至一些国家。
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
出现类似示威活动。

渥太华市6日进入紧急状态，安
大略省长道格·福特11日宣布全省
进入紧急状态，明确表示在重要基础
设施沿线阻碍交通的行为“非法”，违
者将被处以最高10万加元（约合50
万元人民币）罚款，并将面临最长一
年监禁。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为平息卡车司机示威 加拿大总理罕见动用紧急法案

2月1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左）与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会谈。 新华社/路透

2月1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
总统普京愿意就俄方寻求的安全保障及乌克兰问题继续与西方对话。

佩斯科夫14日晚告诉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记者，普京一直要求通过
协商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乌克兰问
题是安全保障这一更大问题的组成
部分。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月
26日以书面答复回应俄罗斯一个多
月前提出的安全保障建议。俄方的
核心诉求包括北约停止东扩、停止在
俄周边部署攻击性武器等。普京本
月7日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后说，美国和北约的书
面回复对俄方核心诉求置若罔闻。

俄电视台14日播出普京与俄外
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举行会议片
段。拉夫罗夫说，美方愿意就限制在
欧洲部署导弹、军事演习等议题与俄
方继续对话，对话的可能性“远没有
穷尽”。普京说对方可能将俄罗斯拖
入“没完没了的对话”，拉夫罗夫回
应，俄外交部将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回
应俄方关切。

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14日晚通过视频讲话号召民众16
日悬挂国旗。他说：“他们试图吓唬
我们……告诉我们2月16日将是进
攻日，我们要把这天变成（展现）团结
之日。”

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他们”指
谁。乌政府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
克告诉路透社，泽连斯基希望以这种
方式回应西方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所
谓俄方进攻乌克兰的日期。

乌总统办公室发布政令，要求所
有村镇级别地方政府建筑16日悬挂
国旗，全国民众当天上午10时齐唱
国歌。

泽连斯基13日与美国总统约瑟
夫·拜登通电话。乌总统办公室说，
他在电话中提议拜登突访乌克兰，因
为这或许有助局势降温。美国白宫
在关于双方通话的简报中没有提及
泽连斯基的这一建议。

美国国务院14日宣布将暂时关
闭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将留守馆员
西迁至距离乌克兰、波兰边界大约
80公里处的利沃夫。美方先前已将
大部分驻乌外交官接回家。

泽连斯基说：“一些使馆搬迁至
乌克兰西部是个大错。这是他们的
决定……乌克兰是个整体，如果有事
发生，所有地方都不能幸免。”

据新华社纽约2月14日电（记
者刘亚南）受乌克兰局势影响，国际
原油期货价格14日继续走强并在
尾盘出现拉升，布伦特原油期货和
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创2014年9
月以来新高。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3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
桶95.46美元，涨幅为2.53%；4月交
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每桶96.48美元，涨幅为2.16%。

美国“重新投资”资本管理公司

创始合伙人约翰·基尔达夫表示，市
场对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
势仍高度敏感，现已加剧到异乎寻
常的程度。

奥地利 JBC能源咨询公司表
示，俄罗斯是全球主要油气出口
国，如果与乌克兰发生冲突或受到
西方制裁，其油气出口将受到影
响，这是已经陷于供应紧张的市场
无法消化的。在形势如此紧张的
情况下，油气价格在新的一周或将
出现波动。

挪威油气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
能源公司分析师尼尚特·布尚表示，
俄罗斯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原油
生产出现任何中断都会让布伦特和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升高。

多家研究机构基于市场基本面
预计，油价今年将突破每桶100美
元，甚至可能达到更高水平。

高盛集团预计，布伦特原油期
货价格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达到每桶
100美元，在2023年升至每桶105
美元。

乌克兰局势刺激国际油价创7年多新高

中国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款协议

新华社日内瓦2月15日电 中国常驻日内瓦
代表陈旭日前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伯
克利在日内瓦签署协议，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新冠疫苗。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8月5日向新冠疫苗合
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时宣布，2021
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
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
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本月14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说，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
赠1亿美元。我们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中方已
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超过2亿剂疫苗，为
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发挥
了建设性作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跌宕反复，实
现疫苗公平可及分配、消除“免疫鸿沟”仍是当务
之急。中方将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
多边框架下的抗疫合作机制，为人类早日战胜疫
情作出应有贡献。

日媒：

2011年至2020年中国脱碳
论文数占全球四分之一

据新华社东京2月15日电《日本经济新闻》
日前报道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研究能力显著
跃升。2011年至2020年，中国发表的与脱碳相关
的能源研究论文数量约占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

据《日本经济新闻》11日报道，荷兰学术出版
巨头爱思唯尔公司对2001年至2020年全球发表
的160万篇与脱碳相关的能源研究论文和约80
万件专利进行了分析，涉及领域包括蓄电池、可再
生能源、节能半导体、电动汽车、核聚变等。

分析发现，在2011年至2020年全世界发表
的脱碳相关能源研究论文中，中国论文占26.8%
（34万篇），美国占15.7%（20万篇），日本占4.5%
（5.7万篇）。中国在锂离子电池、光触媒、风力发
电等领域研究十分活跃。

基于爱思唯尔公司的数据，从每年发表的脱
碳相关能源研究论文数量看，中国于2012年超过
美国位居首位；而从全部学术领域论文数量看，中
国于2020年才超过美国。由此可见，中国在清洁
能源相关研究上起步较早。

爱思唯尔公司根据论文被引用次数等计算了
论文质量指标，美国仍领先。2011年至2020年，
中国的脱碳相关能源研究论文质量指标为1.531，
高于 1.437 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的
2.023。日本该领域论文质量指标为1.393，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

2月15日，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的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汤加努库阿洛法港（无人
机照片）。

应汤加王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求，中国
军队派遣海军舰艇于1月31日从广州出发，启运
第二批中国援助汤加物资。连续航行5200余海
里后，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的中国海军
舰艇编队于2月15日抵达汤加努库阿洛法港。
此次运送的救灾物资共计1400余吨，主要包括
移动板房、拖拉机、发电机、水泵、净水器及应急食
品、医疗防疫器材等。 新华社发（殷征 摄）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运送救灾物资抵达汤加

俄方 有外交解决出路

乌方 挂国旗回应外媒所谓“进攻日”

联合国 放弃外交途径无异于跳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