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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内政部25日凌晨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现任总统马克龙获得58.54%的有效
选票，获得连任；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获得41.46%的有效选票。

和五年前一样，法国总统选举决胜轮再次上演“马克龙-勒庞”对决，法国人再次选择了马克龙，放
弃了代表民粹主义的勒庞。现年44岁的马克龙成为继前总统希拉克之后，又一位连任成功的法国总
统。然而，本次大选出现的高弃票率、民粹主义崛起等问题，预示着马克龙未来执政之路充满挑战。 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访问乌克兰
据新华社基辅4月25日电 据乌克兰总统网

站25日发布的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24日在基
辅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
汀时，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消息说，泽连斯基和布林肯及奥斯汀会晤时
主要讨论了对乌军事和经济援助、乌克兰的安全
保障以及加强对俄制裁等议题。双方重点探讨了
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泽连斯基向美
方递交了一份加强对俄制裁的行动计划。双方还
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乌俄谈判问题。

泽连斯基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34亿美元军
事援助对增强乌国防力量贡献很大，他呼吁美国扩
大乌克兰商品的市场准入，增大对乌经济支持力度。

据日本媒体4月25日报道，被吉尼斯世界纪
录组织认证为“全球最长寿老人”的田中力子19日
在日本福冈县福冈市一家医院去世，享年119岁。

这是2020年1月5日在日本福冈市拍摄的
田中力子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全球最长寿老人”田中力子去世

获得58.54%有效选票

马克龙连任，对法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

获胜意料之中

24日晚，法国多家媒体出口民调结果显
示马克龙得票率领先勒庞。随后，勒庞承认
败选并表示将投入到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选
战中。此间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和勒庞的
对决是一场“缺乏悬念”的比赛。在新冠疫情
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影响下，“危机总统”的身
份让马克龙明显受益。

马克龙和勒庞20日进行了第二轮投票
前唯一一场电视辩论，马克龙因执政经验丰
富呈现压倒性优势。电视辩论后进行的民调
显示，59%的观众认为马克龙更具说服力，只
有39%的观众支持勒庞。

马克龙2017年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改
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存
在的诸多问题，还曾导致深层次社会矛盾被
激化，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23%的历史低
点。但他在任期后半程调整施政策略，加之
法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最终使他成功连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慕阳子指出，马克龙任期最后一年
聚焦安全、环保、经济复苏等议题，满足了民
众在经济与就业方面的普遍期望。虽未完全
履行其改革承诺，但他推行的搞活劳动力市
场、降低企业税负、扶持人工智能、数字科技
等政策已初见成效。

法国《快报》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的总
统大选是“两个法国”之争。一个是“开放的、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法国，另一个是“悲观的、
愤怒和失望”的法国。前者更多以精英阶层
为代表，他们投票给马克龙，后者更多是工人
阶级和底层民众，他们投票给勒庞。

AA BB 延续“马克龙时代”

从马克龙3月公布的竞选纲领来
看，他连任后将保持第一个任期政策
的连贯性，对内推动经济、就业、科
研、能源、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对外打造“更加独立自主”的法国，提
升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力。

在能源问题上，马克龙主张大力
发展核工业，同时发展太阳能和风能
等可再生能源。在移民问题上，马克
龙表示将制定针对非法移民的更高
效遣返程序，对不配合遣返的国家收
紧签证政策。他主张收紧长期居留
许可发放政策，若要获得长期居留许
可，必须通过相关法语考试并实现职
业融合。在退休制度改革问题上，马
克龙希望将退休年龄从现行的62岁
逐步推迟到65岁，并考虑进行更广
泛的改革。

法国今年上半年作为欧盟轮值
主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欧洲战略
主权”建设和申根区改革等多项计
划，马克龙的连任将给欧洲一体化进
程带来利好。未来五年，马克龙将延
续一贯政策，推动欧盟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创新欧洲脱碳的经济解决方
案，并继续推动欧洲共同防务建设不
断取得进展。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马克龙始终
主张在“诺曼底模式”框架下通过谈
判解决危机。预计马克龙连任后仍
将是欧盟方面劝和促谈的主要力量。

CC 挑战不可忽视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成功连任，但与五
年前相比，马克龙和勒庞在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中的得票率差距大幅缩小，表明代表民
粹主义的法国极右翼势力强势崛起，这一力
量将成为马克龙今后执政的重大挑战。

法国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此次大
选第二轮投票的弃票率高达28%，法国人用
弃票的方式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

法国政治学者吕克·费里指出，法国人曾
对马克龙寄予厚望，但是五年过去，在马克龙
承诺的退休制度、生态转型、教育等领域，法
国人没能看到“重要的改革”。相反，公共支
出激增，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状况不佳的法
国“被撕裂”，对政府的失望和对变革的渴望，
使很多法国人转向支持极右翼民粹主义。

慕阳子表示，目前在法国国内，疫情和
俄乌冲突使国家财政再次陷入高债务、高赤
字旋涡，政治极端化、社会碎片化趋势继续
加剧，解决医疗、环境、移民、治安等民生问
题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在外部，面对美国
掣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马克龙推动的欧洲
战略自主也面临更大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即将在6月举行的国民
议会选举对马克龙来说是迫在眉睫的挑
战。勒庞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候选
人让-吕克·梅朗雄的支持率在总统选举第
一轮投票中紧随马克龙之后，他们率领的政
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如何，将直接影响马克
龙政府的未来组成。法国政局未来形势如
何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

（新华社巴黎4月25日电 记者唐霁）
4月24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出席选举后

的庆祝集会。 新华社/路透

遗失声明
金力天（海南）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发票代
码：4600213130，编码：02019696、
02019698～02019700、02022119、
02022121～02022126，特 此 声
明。

●符加保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罗带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2〕第116355号，声明
作废。
●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
白土村民小组遗失法人私章（韩
柳），声明作废。
●定安县黄竹镇白土经济合作社
遗失法人私章（韩柳），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人民政
府遗失中国银行昌江支行营业部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872607，声明作废。
●姜海成不慎遗失网约车从业
资格证，证号：232330197207123
43X，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江德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
469007100468，现声明作废。
●蔡仁大遗失海南省澄迈县金江
镇太平村民委员会北方上村小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
证编码：469023100235060019J，
现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永桂联合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20305884D）原公章、
财务专用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
废。
●海南中建南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电梯出厂合格证一张（产
品型号：SP-VF），特此声明作废。
●洋浦润盛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一本，证号：
46200010081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南省美舍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因办学方向调整，拟向海口市美兰
区教育局申请注销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单位办理相关事宜。联系方
式：张馨莹，海口市永万路82号，
0898-68631233，zhangxinying@
mapleleaf.net.cn。 清 算 时 间 ：
2022年 3月 12 日～2022 年 4月
27日；清算组成员：王金英、高莹、
汪兰、仝浩然、王美心、陈雪梅、蔡
笃铁。

●三亚鑫爱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
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
号：J6410001389403，声明作废。
●郝丽颖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琼西路西侧天源海景 A3 栋
2105房不动产权证，证号：不动产
权第0004860号，声明作废。
●陈俏遗失电梯使用登记证，编
号：电11琼J0080（17），特此声明。
●海南瓜果飘香农副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白小云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认购书一份，
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21
栋2102号房，金额：548956元，认
购书编号：0276738，特此声明。
●白小云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一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
岛2号岛321栋 2102号房，发票
代码：4600163350，发票号码：
00038997，金额：466613元，特此
声明。
●白小云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一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
2号岛 321栋 2102号房，发票代
码 ：4600163350，发 票 号 码 ：
00038708，金额：82343元，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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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5日

公告
海南嗨寇餐饮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孙则洲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1265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139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

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5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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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5日

决书（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595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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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4月24日

公告
海南说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训宜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120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94
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75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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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5日

公告
海南中晗通建筑安装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平与你公司劳
动 争 议 一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1309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14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
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写

字楼出租。电话：13036015848

减资公告
海南鑫通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3MA5T3BE
D47）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2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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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8969491吴元伟。

注销公告
海南省英语教育改革促进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60000MJP10
1164F）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日起45
日内到我会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琼中大若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运天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T72
3649）遗失公章和法人（符运天）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县南吕镇系统工会联合会
遗失中国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7430505，声明作废。
●海南今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3
KX1E）因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我房房地产有
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财务章，声明
作废。
●文昌文城峻銘数码通讯店不慎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
专用收据两张，票号：22176003，
金额：10000元；票号：22176004，
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李庆安、李庆钦遗失坐落于定城
跃进东一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定安国用（定城镇）字第0863
号，声明作废。
●洋浦明远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琼
E2952挂《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证号：462000062095，声明作废。
●许玉若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档号：1995，声明作废。
●中地基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公告
海南乐卖特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燕蕾等7人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159～1165号）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委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83～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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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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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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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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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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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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定于2022年5月12日10时在屯
昌县财政局八楼对屯昌县下列
资产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兴
民小区、兴达小区、龙溪小区、东
风小区、昌顺小区、兴盛小区、市
场旁三层楼等商铺租赁权，保证
金1万元/间。资产资料备索，报
名时间：2022 年 5月 11 日 16 时
前。电话：67818921、67812696、
13322006990，地址：海口市华海
路15-3号经贸大厦九楼。

招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取海口市人文

生态纪念园项目概念方案规划设计单位，要求详见

海口市民政局官网“信息公开”专栏。截至2022年

4月28日17:30，停止报名，逾期不受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

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市统筹城

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林明刚 13907557278

海口市人文生态纪念园项目
概念方案规划设计服务单位竞选公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障中心
招聘工程维修员的公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障中心，因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程维修人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要求

职位名称

工程维修
人员

人数

3名

职位素质要求
1.男性，22～40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电工、机电工程等相关专业。持有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证）或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2.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积极向上的学习精神，性格开朗责任心强，无不良嗜好，有良好的团队沟通、协调能
力，具备良好的个人素养及职业道德；
3.有物业水电安装维修工作经验及一定的弱电检修基础及消防、空调工作经验者优先，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相应条件。

二、报名方式
有意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相关证书及证件等发送至邮箱

1790463364@qq.com。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笔试、实操、审批及签约等程序，

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

勤保障中心
联系电话：（0898）66810571、66810857

俄宣布单方面停止
在亚速钢铁厂作战行动

新华社莫斯科4月25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25
日发表声明说，俄方自莫斯科时间25日14时起
单方面停止在亚速钢铁厂的作战行动，以保障平
民撤离。

声明说，乌克兰政府表示有包括工人、妇女和
儿童在内的平民被困在亚速钢铁厂，俄方就此回
应，仍将持续开放此前已在亚速钢铁厂设立的人
道主义通道。俄武装力量和顿涅茨克部队遵循人
道主义原则，决定自莫斯科时间25日14时起单
方面停止在该地的一切作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