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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花婷不慎遗失海南省五指山

市第二卫生学校毕业证，编号：

HN2021211830091，声明作废。

● 熊 小 林（ 身 份 证 号 码 ：

513030198104077115）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对外租赁合同书一

份，合同编号：神泉企（场、司）外租

字〔2020〕XSW0083号，声明作废。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海关专项结余资
金购置高通量组织研磨仪等设备采
购项目。二、采购内容：6台仪器设

●海口龙华鑫文香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0099346，声明作废。
●张宏遗失在海口中升裕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上牌的押金收据，
金额：2000元，收据编号：2205192，
声明作废。
●刘友琴遗失2021年2月28日开
具的海口雅居乐金沙湾5期1号楼1
单元602室收款收据，首期购房款
定金170000万元整，收据号：雅海
旅0022374，特此声明作废。

0898-66791999，联系人：肖工。

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2022年5月9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509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7月11日上
午10:00至2022年7月12日上午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按现状净价
公开拍卖：罚没的卢五雄涉恶犯罪
团伙涉案财产位于海口市龙华区
椰海大道359-1号伟业·椰海尚城
6 号 楼 401 房（ 建 筑 面 积
137.91m2）。展示时间：7 月 7～8
日。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
实名认证，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
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备，详见：海口海关门户网站http:
//haikou.customs.gov.cn。三、联
系人：文女士 0898- 68516845。
四、报名时间：2022年5月9日～5
月13日。

比选结果公示
美安产业加速器一期消防系统维

修改造工程于2022年5月7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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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了比选，现将比选结果公式如下：

中标单位：海南集安自控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如对以上结果有异议，

请于本比选结果公布之日起三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司提出书面投

诉；公示期满无异议，我司将与海

南集安自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中

标单位）签订合同。联系电话：

将视其为无主物品处置，一切责任

与损失自负，与我司无关。

特此通知。

海南永瑞源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5月9日

特此公告。联系人：龙海涛,电话：
18976433121。减资公告

海南霆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

6L1XX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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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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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6119618郑杰馨。

减资公告
海南极目槟榔现代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8MA5TYJQK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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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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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股 东 虎 国 豪（香 港 护 照 号 ：

9538659）：因海口九龙食品加工

有限公司股权问题，已连续多年联

系不上你，限你见报之日起30日

之内来公司解决相关事宜，若未及

时联系或出面，由此产生的任何责

任自行承担，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18289973100。

海口九龙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通知
海口珠光印刷有限公司：

根据海口市“长天路南延长线”项

目建设需要征用我司土地，现公告

通知贵司将遗留在海口市秀英区

海盛路55号地块上的物品搬迁

走，请见报后3天内速与我司联系

处置事宜。逾期不联系处置，我司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通知
唐愿星同志：
你于2016年10月1日与我司签订
坐落在灵山镇旧海榆公路16～17
公里处东侧的一块土地，其四至
为：东至琼伸公司、南至琼伸公司、
西至申华公司、北至多善村路边，
面积三亩。你方严重违约，已有四
年拒交土地租金，限你十天内将四
年土地租金付完。否则，你方建的
铁皮厂房及所有建筑物，我司有权
处理，特此通知。
联系方式：卢辉兴13208969333。

海南琼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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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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亚速钢铁厂平民
撤离行动结束
俄军摧毁乌境内欧美提供的武器装备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米津采
夫7日说，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平民
撤离行动结束。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7日通报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境内来自美国和
欧洲国家的武器装备。

——米津采夫7日说，持续3天的亚速钢铁
厂平民撤离行动结束。5日以来，俄罗斯在联合
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下从亚速钢铁厂撤离
了51名平民，其中包括18名男子、22名女子和
11名儿童。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7日说，妇女、儿
童和老人已全部撤离亚速钢铁厂，马里乌波尔人
道主义行动的这一部分已经完成。乌克兰总统办
公室主任叶尔马克6日说，在联合国方面的协调
下，乌方已从马里乌波尔市及其邻近地区，其中包
括亚速钢铁厂，撤出约500人。

——科纳申科夫7日说，过去一夜，俄空天军
战役战术航空兵打击了18处乌方军事目标，包括
多个指挥所、弹药库、兵力和装备集中地等。此外，
集结于乌北部哈尔科夫州博戈杜霍夫火车站区域、
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武器装备被摧毁。俄军防
空部队在尼古拉耶夫州、赫尔松州、哈尔科夫州以
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击落了13架乌军无人
机，在哈尔科夫州伊久姆市上空拦截3枚“圆点-
U”弹道导弹和9枚“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炮弹。

——科纳申科夫7日表示，自开展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了乌军152架飞机、112架直
升机、762架无人机、295套防空导弹系统、2895辆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333台多管火箭炮、1364门野
战火炮及迫击炮和2716辆特种军用车辆。

5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在巴黎向凯
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

法国8日举行活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
洲战场胜利77周年，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和罹难民众。 新华社/美联

法国举行活动纪念
二战胜利77周年

做好能源粮食生产保供工作
——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系列述评之八

关注乌克兰局势

古巴酒店爆炸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26人

据新华社哈瓦那5月7日电（记者林朝晖）
古巴公共卫生部7日说，首都哈瓦那萨拉托加酒
店日前发生的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升至26人，死者
中有一名外国公民。

古巴公共卫生部说，截至当地时间7日17
时，这起事故造成26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
一名孕妇和一名外国公民，另有80人受伤，其中
9人情况危急。

隶属于古巴旅游部的海鸥集团发言人恩里克
斯7日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死者中有一名西
班牙公民，还有一名西班牙公民受伤并被送往医
院接受治疗。事发时，酒店内有51名员工和2名
外部维修人员，其中11人确认死亡，13人失踪，6
人住院。

哈瓦那地标性建筑萨拉托加酒店6日在一起
爆炸中损毁严重。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原因是酒
店外一辆液化气罐车发生泄漏。目前，仍有20人
失踪，数百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全力搜救。

巴西劳工党领袖、前总统卢拉7
日正式宣布，将在由劳工党、社会党等
政党组成的联盟支持下参加今年10
月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圣保罗州前
州长、社会党人阿尔克明将成为他的
竞选搭档。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今年的选举
将成为卢拉与现任总统博索纳罗之间
的对决。从最新民调看，卢拉支持率
领先，但目前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受到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巴
西选情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我回来了”

7日，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卢
拉面向数千名现场支持者宣布参选总
统并发表演讲说，“我回来了”，“将重
建巴西”。阿尔克明属于中间派，今年
3月加入巴西社会党，他7日在视频讲
话中表示坚决支持卢拉。

卢拉在演讲中表示，如果成功当
选，他将重新着手解决国内的温饱问
题。在国际政策方面，将加强拉美地
区合作机制，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并推
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现年76岁的卢拉于1980年创立

劳工党，2003年至2010年担任两届
总统。2014年，巴西司法机关启动了
名为“洗车行动”的大规模反腐调查。
卢拉此后受到调查并被捕入狱。
2021年3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埃德松·法欣裁决，卢拉此前因涉嫌贪
腐所获的所有判决“均无效”。今年1
月，一名联邦刑事法庭法官决定对涉
及卢拉的案件予以结案，扫除了卢拉
参加总统选举的重要障碍。

对再次冲击总统之位的卢拉，不
少巴西民众表示支持，寄望他能带领
这个拉美最大国家重新振兴。

多重优势

在卢拉执政期间，巴西经济年均
增长4.3%，重回世界经济十强行列。
卢拉还推行了“零饥饿”和“家庭补助
金”等民生计划，使巴西贫困人口减少

一半以上。巴西媒体认为，执政期间
巴西的良好发展为卢拉积攒了广泛的
社会支持。

卢拉公开表示将致力于缩小社会
贫富差距，缓解通货膨胀，妥善应对疫
情，发展经济，促进就业，建立广泛联
盟，团结“深度分裂”的国家。媒体指
出，这些竞选承诺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卢拉也被
巴西媒体认为拥有较大优势。中国社
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
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认为，在
国际层面，卢拉仍然是巴西影响力最
大的政治家。

此外，舆论认为，作为第6次参加
大选的老将，卢拉对大选相关事务驾
轻就熟，具有从容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的经验和能力。

而且，卢拉与2006年大选中的竞
选对手阿尔克明结盟也被认为是不错
的选择。阿尔克明是受到巴西商界广
泛欢迎的资深政治人物，这一组合既
展现了卢拉放弃前嫌、求同存异的变
通能力，又突出了竞选团队的经济治
理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前景难料

尽管卢拉参选受到不少民众的期
待，但其能否东山再起还有待观察。

有分析人士认为，卢拉在互联网
竞选方面同博索纳罗存在一些差
距。据巴西环球网报道，目前，在主
要的几家社交媒体上，博索纳罗以总
共约 4600 万粉丝领先于卢拉的约
1300万。

巴西一些政治评论员认为，卢拉
此前的涉嫌贪腐案虽已被撤销且结
案，但竞争对手仍可能继续炒作。此
外，卢拉在堕胎权等争议话题上的言
论引发部分选民群体反感。

还有分析指出，卢拉拟推行的一
些社会平等化措施，如大幅提升遗产
税税率等，可能使富人阶层和中产偏
上阶层中的部分选民转而支持其他候
选人。

目前，卢拉的支持率在巴西各大
咨询机构的民调中依然处于领先地
位，但其与主要竞争对手博索纳罗的
差距继续缩小。

巴西巴拉那研究所4日发布的最
新民调显示，卢拉获得40%投票意
向，博索纳罗为35.2%，与此前一期民
调相比，两人差距减少了2.5%。有巴
西媒体指出，这一结果值得卢拉团队
重视，博索纳罗去年11月在同一机构
民调仅获29.2%投票意向，其与卢拉
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新华社巴西利亚5月7日电 记者
卞卓丹 陈昊佺）

正式宣布将参加巴西总统选举

强势归来，卢拉能否东山再起

5月7日，巴西劳工党领袖、前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市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向
支持者致意。 新华社/法新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求，要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
抓好春耕备耕工作。

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到此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求，党中央
对能源和粮食问题始终高度重视。面
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要做好生
产保供，把发展的基础夯实。

筑牢发展之基：
守住能源粮食安全底线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
冲突导致风险挑战增多，全球能源、粮
食等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我国经
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上升，稳
增长、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能源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确
保能源粮食安全是重大战略性根本问
题。关键要守住安全底线，夯实农业
与油气等稳产保供基础，将发展的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能源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动脉，也是
生产、生活稳定运行的基础。去年一些
地方发生“拉闸限电”等现象，对经济发
展和群众生活造成一定影响。能源属
于初级产品，价格变动对整个工业产业
链的价格都会产生影响。能源产品价
格升高，下游工业品的制造成本也会随
之上涨，从而推高整体物价水平。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表示，国际
形势变化带来新的挑战，国际能源价格
的大幅波动对国内保供带来压力。

煤炭、原油、天然气是我国的三大
主力能源。我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
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一季

度天然气进口金额同比增加68.7%，
但实际进口量减少5.1%。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碳中和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利宁说，能源市
场价格高位震荡，引发成本上升，必须
综合施策、精准调控，加快先进开采技
术开发应用，加大国内生产能力，筑牢
能源价格稳定基石，以国内供应的确
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粮食问题备受关注。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相关机构近日联合
发布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全球面
临日常性食物短缺的人数去年创新
高，而今年俄乌危机影响全球粮食生
产，可能进一步推高这一数字。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总体储备充裕，但部分
农产品进口量增加。俄乌的小麦、玉
米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的 29%、
19%，俄乌冲突引发国际粮价上涨，加
大我国进口难度和成本。一季度我国
进口大豆2028万吨，数量同比减少
4.2%，金额却增长20.9%。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教授程国强表示，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稳住农业。国际上一有风吹
草动，许多国家就会先捂住自己的“粮
袋子”，对粮食等农产品出口采取限制
措施，这就警示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端
牢中国饭碗。

稳定能源供应：
立足国情通盘谋划

随着气温日渐升高，不少商家在
为空调季做准备。电力等能源是迎峰
度夏的关键。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能源保供还面
临一些难点。去年煤炭价格高涨导致
煤电行业亏损较重，今年复杂的国际形
势冲击国际能源市场，迎峰度夏、迎峰
度冬期间部分区域电力供需仍将偏紧。

保障能源安全，要立足能源资源禀
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传统能源
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
的替代基础上。“十四五”期间，要加快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资源禀赋，
决定了煤炭在能源体系中的主体作
用。去年煤电以不足50%的装机占比，
生产了全国60%的电量，承担了70%
的顶峰任务，推动了电力稳定供应。

余兵表示，必须处理好发展和减
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
等关系，通过实施“三改联动”这关键
一招，进一步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
用，提升清洁高效发展水平，充分挖掘
灵活调节能力，更好保障我国能源电
力供应安全。

面对当前形势，各地各部门着眼大
局、强化协调，加快释放国内先进煤炭
产能，保障电力煤炭等能源稳定供应：

——发挥煤炭的主体能源作用。
今年我国新增煤炭产能3亿吨；运用
市场化、法治化办法，引导煤价运行在
合理区间；中国人民银行4日宣布，增
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专项再贷款额度。

——国家能源局提出持续提升油
气勘探开发力度，坚决完成今年原油
产量重回2亿吨、天然气产量持续稳
步上产的既定目标。大力发展风电光
伏，有序推进水电核电重大工程建设。

——积极用好国际市场。自
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我国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
暂定税率，进一步推动能源保供。

今年一季度，前期“缺电”等供给
制约问题明显缓解，国民经济循环进
一步畅通。全国原煤、原油、天然气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3%、 4.4%、
6.6%，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2541万
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8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要继续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发挥煤炭主体能源作用，充分释放先
进产能，推动煤电机组节能减排改造、
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

确保粮食丰收：
底线任务季季抓紧

春争日，夏争时。不误农时耕耘，
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关系稳物价基础
和压舱石稳固。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近日表
示，今年受疫情点状散发、国际市场波
动等影响，夺取粮食丰收等确实面临
更大压力。

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应对
农资价格上涨，防控病虫害和极端天
气，都是今年粮食生产必须抓好的问
题。各地各部门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
部署——

针对晚播小麦弱苗比例大，中央财
政下拨夏粮小麦促壮稳产补助资金16
亿元，支持主产省做好促壮稳产、防灾
增产及病虫害防治；中央财政下达资金
200亿元为实际种粮农民发放补贴，小
麦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2分钱，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部署投放100万吨国家钾
肥储备；农业农村部开通热线电话，协
调打通农民返乡下田、农机上路作业、
农资调剂调运的堵点卡点……

农业农村部表示，确保全年粮食
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是底线任
务，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打
好夏粮丰收首战，奋力夺取早稻丰收，
千方百计夺取秋粮丰收。

数据显示，我国冬小麦面积稳定
在3.36亿亩，目前长势与常年基本相
当；春播粮食面积9.4亿亩左右，比上
年有所增加，目前春播粮食已过五成，
进度快于去年。

现在距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
一个月，还要过病虫害、干热风、倒伏
等关口，各地要加强肥水调控，强化分
类管理。目前早稻面积落地，预计稳
中有增，后期要切实加强田间管理。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各
地要引导农民种足种满，稳定玉米、增
加双季稻、发展再生稻、扩种大豆，农
业技术人员要指导农民落实关键技
术，做好防灾减灾，实现“龙口夺粮”

“虫口夺粮”。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要加强重点地区春耕化肥、
中央储备粮油等物资物流保障，确保
不误春耕农时，保障粮食安全。

着眼大局，综合施策，强化自主可
控的能源保障供给能力建设；聚焦关
键，季季抓紧，确保全年粮食丰收。扎
实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才能增添
高质量发展的底气，牢牢稳住国计民
生的基石。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电 记者
于文静 戴小河 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