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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媒体与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
与奥斯汀这次访问旨在为乌克兰“打
气”，鼓动乌政府坚持军事对抗而非谈
判解决，延长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

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截击”日
前刊文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必须扪心
自问，其当前行为是否真的有助于结
束乌克兰平民遭受的摧残。文章认
为，西方增加对乌武器援助数量和种
类、加快对乌武器援助速度并加强对
乌情报支持力度可能会延长俄乌冲
突的持续时间。

文章说，如果西方的目的是尽快
结束这场冲突，那就必须严肃分析大
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乌平民处
境和俄乌停战前景的影响。如果西
方援助的武器进入乌克兰，导致俄乌

和北约三方通过谈判达成冲突解决
方案的进程受到拖延，那么大规模向
乌克兰提供武器就很难被视为明显
的积极因素。

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政治系副
教授阿列克谢·费年科认为，布林肯
和奥斯汀访问乌克兰后，乌方在与俄
方谈判中的妥协性将降低，这不利于
双方谈判。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政治学
博士谢尔盖·日利佐夫认为，美国设
法延长俄乌冲突，并希望通过打“乌
克兰牌”掩盖其自身经济政策失败，
包括通胀上升、部分食品持续短缺
以及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等。

（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5 日
电 记者邓仙来）

关注乌克兰局势

美高官访乌 继续“火上浇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
乌克兰后，美国国务院
25日发布声明公开一系
列援乌措施，包括提供外
交支持、资金援助以及出
售军火等。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
这些举动无异于“火上浇
油”，不利于乌克兰和俄
罗斯的谈判，其目的是延
长俄乌军事冲突，谋求自
身地缘战略利益。

布林肯和奥斯汀24日前往乌克
兰，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外长库列巴、
防长列兹尼科夫等官员会面。25
日，布林肯与奥斯汀在波兰东南部靠
近波乌边境的一处地点举行记者会，
介绍访问情况。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外交
官下周起将重返乌克兰，并研究重开
位于基辅的美国驻乌使馆事宜，预计
使馆将在“未来几周后”重开。布林
肯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提名现任美
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丽奇特·布林克
出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布林克需获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
方可履新。自前任美国驻乌大使玛
丽·约万诺维奇2019年5月被时任总
统特朗普召回后，这一职位空缺至今。

美国国务院网站在一份声明中
发布了更多布林肯访乌信息。声明
说，布林肯在会谈中告知泽连斯基，
美国将向乌克兰和中东欧及巴尔干
地区15个北约盟友和伙伴国家提供
总额超过7.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
金。其中，乌克兰将获得逾3.22亿美
元，用于增强该国作战能力。提供给
北约盟友的资金将用于解决它们向
乌克兰提供武器后造成的本国武器
库存短缺。同时，美国将向乌克兰出
售价值1.65亿美元的军火。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俄罗
斯2月 24日开始特别军事行动以
来，美国已对乌承诺大约37亿美元
安全援助。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
国对乌援助已超过43亿美元。

美外交官将重返乌克兰 继续提供军援 为乌克兰“打气”延长冲突持续时间

新华社莫斯科4月25日电（记
者耿鹏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5日说，当前乌克兰局势将以签署
条约结束，但条约内容将取决于军事
行动的实际情况。

拉夫罗夫当天在俄罗斯一档电

视节目中说，与任何使用武装力量的
情况一样，一切都将以签署条约结
束，但条约的内容将取决于能够达成
条约时的军事行动状况。俄方不准
备放弃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提出的
要求，同时也在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尽

量减少对平民造成的伤害。
拉夫罗夫说，俄方积极接受乌

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谈中提出
的条约提案，但随后由于美国影响
乌方改变立场，提出与此前大相径
庭的想法，这是与乌方谈判的一大

退步。但俄方将继续与乌总统泽连
斯基任命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
将保持接触。

拉夫罗夫还说，俄国内许多人坚
信乌方实际立场是由美国、英国或其
他国家确定的，应该与美国人进行对

话并达成某种协议。这或许有用，但
目前为止未看到美方在乌克兰问题
或其他问题上对与俄方进行接触表
现出任何兴趣。善意不是无限的，如
果没有得到回应，那么这很可能无助
于谈判进程。

俄罗斯外长：

乌克兰局势将以签署条约结束

面对民众抗议压力，美国密歇根
州大急流城警察局25日通报，本月
初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男子的警员
名为克里斯托弗·舒尔。这是警方在
事发三周后迫于压力首次公布涉事
警员姓名。

大急流城警察局局长埃里克·
温斯特伦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出
于透明度考虑”公布涉事警员姓名，
本周晚些时候将发布更多案件相关
信息。

据美联社报道，舒尔现年31岁，

曾就读于密歇根州锡耶纳高地大学
会计学专业，在校期间是撑杆跳高好
手，2015年加入警队。舒尔的一名
大学同学说，舒尔待人和善，“当我看
到那个人是他时，我很震惊”。

警方 13 日发布的执法视频显
示，本月4日，非洲裔男子帕特里克·
利奥亚驾车时被警车截停，未能出示
驾照且试图逃跑，遭一名白人警察追
赶并发生扭打。利奥亚试图阻止警
察使用电击枪，最终警察跪压在利奥
亚身上，拔出手枪朝他后脑部射击致

其死亡。
据美国媒体报道，应利奥亚家属

要求参与尸检的一名法医说，枪是顶
着利奥亚的后脑开的火。

利奥亚之死在当地引发抗议，不
少人认为这是警方针对黑人实施暴
力执法的最新例证。

由于视频中能看到警察面部，当
地民众早已开始猜测并传播舒尔身
份信息。目前，舒尔处于行政休假状
态，正在接受调查。

利奥亚家属要求将涉事警察撤职

并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警方先前坚称
不会公开涉事警察的姓名，除非他受
到犯罪指控。这一做法引发利奥亚家
属和非洲裔美国人团体的不满。

美国非洲裔民权运动领袖阿尔·
沙普顿在参加利奥亚的葬礼时说：

“我们要求知道他的名字！”利奥亚一
家的代理律师文·约翰逊说，警方把
这件事隐瞒三周，行事“不透明”，“警
察们相互袒护，没有按照正常调查程
序处理这一事件”。

李彦南（新华社专特稿）

又一非裔男子遭暴力执法身亡

压力之下美警方公开涉事警员身份

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4月
25日通报，本月初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
男子的警员名为克里斯托弗·舒尔。图
为克里斯托弗·舒尔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英国卫生安全局：

不明病因儿童肝炎病例
可能与腺病毒有关

据新华社伦敦4月26日电（记者郭爽）英国
卫生安全局25日说，英国近期报告的不明病因儿
童肝炎病例增加，可能与腺病毒感染有关。

英国卫生安全局在当天更新的一份简报中
说，截至20日，英国儿童群体中已报告111例不
明病因肝炎病例。这些病例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
儿童中，表现为肠胃炎疾病初期症状（腹泻和恶
心），随后出现黄疸。其中，有10名儿童接受了肝
移植。尚无病例死亡。

调查显示，严重肝炎病例的增加可能与腺病
毒感染有关，但目前专家仍在积极调查其他原
因。在已报告病例中没有检测到导致传染性肝炎
（甲型至戊型肝炎）的常见病毒。在所检测的53
例确诊病例中，有40例发现腺病毒。

除英国外，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也于近
期报告在儿童群体中发现不明病因的肝炎病例。

美国首个赴国际空间站的
“全私人”宇航团队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25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首个由私营公司组织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全
私人”宇航团队25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的“龙”飞船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国东南部佛罗里
达州海岸附近。

这次代号“Ax-1”的任务由美国公理航天公
司组织，是同美国航天局的一个商业合作项目。
4名宇航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洛佩斯-阿
莱格里亚、拉里·康纳，来自加拿大的马克·保蒂以
及来自以色列的埃坦·斯蒂贝。

“龙”飞船于本月8日搭乘“猎鹰9”火箭从佛
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将4名宇航
员送往国际空间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与
国际空间站对接。

●海南翌洲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私章，声
明作废。

● 李 玉 娃（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912302727）遗失海口

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化安

置协议，协议份数编号：7-3，档案

编号：9-247，现场编号：J247，声

明作废。

●海南坤和律师事务所刘瑛瑛律

师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1311672466，声明作废。

●木棠镇大域村委会良坡村民小

组不慎遗失儋州市木棠农村信用

合作社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0979201，现声明作废。

●海南惠海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CKTL7H）遗 失

（曾潮哲）法人章，现声明作废。

● 林 亚 清（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460515321X）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编号：469026106202090034J，

特此声明。

●东方寿南山好惠好药品超市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071962183，声明作

废。

关于房屋公开招租的公告
我司受海口市中山街道办委托，按
照国有资产租赁相关规定，现对位
于海口市龙华区新民西路127号2
至4楼的房屋进行公开招租，租赁
期限及租金面议，公告期自2022
年 4 月 27 日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本次房产招租采用面议价格
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可前往我公
司以面议方式进行自由报价。地
址：海口市海秀中路84号数字经
济产业园三号楼101室。联系人：
李先生，联系电话：13687587930。
海口龙华城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公告
根据公章管理规定我公司现将原
有的“海口铁路旅行社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自公告之日
起，如有人继续使用旧印章，所造
成的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本公司
不予认可。特此公告。

海口铁路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儋州市那大镇力崖村股份经济
合作联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460400MF8083108C）遗失公
章和法人（符海波）私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杜勇遗失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
城镇文建路西侧住宅楼规划方案
文 本 一 本 ， 建 字 第 ：
469005202100061，现特此声明。
●海南斯中格建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王兵杰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4#
806房收据一张，编号：4909611，
金额：18576元，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循利茶餐厅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0032313，特此声
明作废。
●文昌潭牛喜爱佳便利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052057363，特此声
明作废。
●徐洋不慎遗失不动产登记证明，
编号：琼〔2021〕临高县不动产证
明第0002151号，特此声明作废。
●栗媛不慎遗失不动产登记证明，
编号：琼〔2021〕临高县不动产证
明第0002152号，特此声明作废。
●唐苏芳不慎遗失不动产登记证
明，编号：琼〔2021〕临高县不动产
证明第0002153号，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议决议，海南亿盛和商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原注册资金壹

亿元减少至叁仟万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烟花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BA9C5Q）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5.8302万元减少至107.527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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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方灿茂，电话：17620066864。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议决议，海南九江投资有

限公司由原注册资金8000万元

减少至2000万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自贸区百合纵横医疗管理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T6F66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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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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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阳江小刘果蔬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9036MA5T2WW
39M）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声
明作废。
● 刘 枫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7309031212）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95的
拍卖成交确认书遗失，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大陆坡村委会第
九组村民吴坤海（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506122133）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2100216090021J，现
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岳寨村委会第十
一组村民邓英桂（身份证号码：
460026198307242449）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2100202110021J，现
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杨阳移动商务店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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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据代码：202011030000，
收据编号：09154435，声明作废。
●海南华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儋州西流分店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JY14604000031600，现 特 此 声
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声明
经我核查，深圳市高纳通建筑装饰
有限公司沙河分公司、深圳市景帆
驰劳务派遣企业荔丰分公司、讯夕
（深圳）汽车维修中心桥头社区分
公司，这三家公司冒用本人身份证
信息注册法人代表。现本人声明
这三家公司一切经营行为与我无
关，本人保留追诉的权利。
声明人：蔡旭磊（身份证号码：
4600221973070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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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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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20427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5月6日

10:3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按现

状公开拍卖：已征收三亚东方海景

大酒店现存设施设备。标的展示

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 5

月5日17:00时止。竞买保证金：

5万元人民币，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2年5月5日17:00时之前来

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

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话：1351989288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工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3171301，声明作废。
●文昌抱罗鑫晨旭电动车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000MA5TK84
L0H，声明作废。
●张朝忠遗失坐落于儋州市白马
井镇滨海新区第二组团滨海路北
段中南西海岸2.4期29#楼607房
的合同备案登记申请表一份，备案
登记号：DZC2021003130，现声明
作废。
●白沙县牙叉信用社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白国用〔1996〕字第52号，现
声明作废。
●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司澄迈
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27567953849C）遗失（法
人代表林琪华）私章，声明作废。
●中共提蒙乡礼亭支部委员会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杜以昆遗失坐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新风里310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为：海口国用（90）第字
01289号，特此声明。
● 姜 敦 才（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405196504182210）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J080048的
拍卖成交确认书遗失，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申报的首源商业广场项
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南侧，项目拟建1栋地上13层、地下2
层的商业综合楼，拟建总建筑面积31641.06m2。为广泛征询相关权
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4月27日至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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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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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首源商业广场项目的公示启事

阳光金典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项目于2020年1月
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屋顶造型、设备平台百叶、地下室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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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至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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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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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阳光金典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公告
尊敬的客户：

由于海口市丘海大道管道施工，我公司将对海口东方洋、海
口港滨海大道周边、丽晶路周边小区、电力村等地区的部分专
线、宽带、ITV、电话等业务网络系统进行路由割接优化。届时，
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ITV、电话等业务使用将受影响，具体情
况如下：

2022年4月29日凌晨2:00～6:00对海口东方洋、海口港
滨海大道周边、丽晶路周边小区、电力村等地区的部分专线、宽
带、ITV、电话等业务网络系统进行路由割接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4月27日

万宁市仁里安置区家私综合楼整体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204HN0101

受委托，按现状整体公开挂牌转让万宁市省级土地储备项目仁
里安置区01-1#地块A幢家私综合楼。一、基本情况：本次转让万宁
市仁里安置区家私综合楼，该建筑物共3层（另含69.2m2屋顶层），总
建筑面积约为2948.71m2。周围建筑密集度适中，区域范围内有商业
广场、超市、银行等商业配套，商业氛围尚可，区域内有万州大道、环
市二西路、建设北路等主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较好，临近万宁高
铁站，区域及对外交通便利。二、挂牌底价为38,670,000.00元，保证
金1100万元。三、公告期：2022年4月27日至2022年5月26日。受让
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8，
联系人：吴先生；电话：66558023，联系人：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联系人：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