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乌冲突升级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发起极限制
裁，对国际粮食价格、能源价格造成巨大冲击，令全球供应链
“梗阻”越发严重，给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设置更多阻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俄乌
冲突使全球经济复苏遭受巨大挫折，其影响将导致143个经
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被下调，这些经济体占全球经
济总量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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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本就面临地区不
平衡、政策不协调以及疫情不断反复
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而俄乌冲突更
令复苏进程难上加难。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世界
面临着“一场危机中的危机”。

世界银行预计，今年乌克兰经
济将萎缩45.1%，俄罗斯经济将萎缩
11.2%；欧亚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经济将萎缩4.1%，而不是此前
预计的增长3%。世界贸易组织预

计，俄乌冲突可能导致今年全球贸
易增速降至2.4%到3%之间，而不是
此前预测的4.7%；全球经济增速下
降0.7到1.3个百分点，降至3.1%至
3.7%之间。

俄乌冲突升级前，在疫情造成
的供应链“梗阻”、大宗商品价格的
波动以及部分国家的超宽松货币政
策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通胀水
平本已处在高位。俄乌冲突升级
后，西方对俄极限制裁措施改变了

能源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进一步
推高各国通胀。美国劳工部数据显
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已连续六个月高于6%，3月份同比
上涨8.5%，涨幅刷新逾40年峰值。

分析人士指出，在高通胀的压
力下，美联储正加快收紧货币政策，
这将导致一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升
高，令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更多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
者宿亮）

俄乌冲突对国际粮食价格、能源价格造成巨大冲击

西方制裁殃及全球 世界经济风险重重

俄乌均为农产品出口大国。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公布的数据，
2019年，俄乌两国小麦、大麦和葵花
籽产品出口量占全球的25%、15%和
45%。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俄
乌冲突及西方对俄制裁导致粮食、能
源、化肥短缺，由此引发粮食安全危
机，而遭受打击最大的是最贫困人群。

在中东，埃及是全球最大的小麦
进口国之一，其小麦进口80%来自俄
罗斯和乌克兰，当地一袋40公斤面粉
的价格由今年2月份的430埃镑（约合
23美元）涨至4月份的560埃镑（约合
30美元）。黎巴嫩小麦进口商艾哈迈
德·胡泰特说，该国小麦库存“只够维
持民众一个半月的消费需求”。

非洲面临的问题同样严重。一
些国际援助和慈善组织日前警告，受
俄乌冲突、干旱、洪水等因素影响，西
非地区正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
危机，目前有超过2700万人面临饥
荒，这一数字到6月份可能再增加
1100万。

远离冲突的拉美也受到波及。
以全球主要大豆生产国之一的巴西
为例，该国85%左右的化肥依靠进
口，其中约五分之一来自俄罗斯，而
俄工业和贸易部此前建议全面暂停
化肥出口。如果巴西农民不得不高
价购买化肥，或因减少使用化肥而导
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大豆等农产品价
格将进一步上涨。

粮食危机风险上升A

除粮食外，俄罗斯还是能源出口
大国，欧盟国家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
分别有约三成和四成来自俄罗斯。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受西方制裁措施
和市场恐慌情绪影响，国际油价大幅
上扬，一度逼近每桶140美元。近
来，由于美元指数快速上涨，且欧盟
对俄油气制裁措施迟迟未出台，令市
场对供应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
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
左右的高位。

能源价格大涨对欧洲国家的冲
击尤为明显。“我们对（俄罗斯）能源
产品实施制裁，认为这会损害俄罗斯

经济。然而，制裁措施将对欧盟经济
造成更大伤害。”意大利前经济发展
部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说。

法国今年3月份能源价格同比上
涨29.2%，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
43.5%、天然气价格上涨41.3%、电价
上涨6.0%。

德国超过一半的天然气进口来自
俄罗斯，据德国价格监测机构估算，天
然气价格大涨导致德国家庭每年的天
然气支出增加一两千欧元。德国科隆
经济研究所所长迈克尔·许特警告，如
对俄实施全面能源禁运，可能导致德
国失业人数升至400万。

能源体系受到冲击B

俄乌冲突叠加西方对俄制裁导
致全球供应链受到干扰，严重影响
全球贸易正常运行。

乌克兰大批工厂停产，很多零部
件供应无法保证，导致德国汽车制造
商等企业减产甚至停产。俄罗斯方
面，俄央行行长埃尔薇拉·纳比乌琳娜
4月中旬说，西方制裁给俄带来的冲
击最初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但“现在
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实体经济”，因为

俄制造的“几乎所有产品”都依赖进口
零部件。目前工厂可能仍有库存，但
由于西方的出口限制，俄公司将被迫
转移供应链或开始自己生产零部件。

俄原材料出口受阻也对全球经
济带来干扰。例如，俄镍产量约占全
球7%，市场担心俄若遭受进一步制
裁，镍等金属的供应也将受到影响。
从长远看，西方对俄制裁引发的全球
供应链“梗阻”将令他们自食其果。有

国家统计显示，2100多家美国公司和
约1200家欧洲公司都与至少一家来
自俄罗斯的直接供应商有业务往来。

美国高盛集团分析师表示，西
方对俄制裁除影响贸易往来外，还
会令各国企业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
忧上升，因此不得不通过供应渠道
多样化和增加库存等办法来应对供
应链可能出现的中断，这将极大增
加企业运营成本。

全球供应链现“梗阻”C

经济复苏难上加难D

“以牙还牙”

俄罗斯制裁
欧洲天然气企业

俄罗斯联邦政府网站11日发布一份新的
制裁清单，涉及31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俄气）在欧洲、美国和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合
作方，包括俄气德国分公司和波兰的欧俄波天
然气公司，后者负责经营俄罗斯向欧洲东部输
送天然气的“亚马尔-欧洲”管道在波兰境内部
分管道。

俄方声明说，这番制裁依据俄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5月3日颁布的对“不友好”外国实
体实施报复性经济措施命令，禁止俄方实体与
受制裁对象交易，哪怕是履行现有合同义务也
不行，包括产品及原材料出口。

据路透社报道，受制裁企业绝大部分位于
已经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能源行业分析师
说，欧洲联盟正考虑对俄罗斯施加第六轮制
裁，包括今年内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关键措
施，以打击对俄罗斯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收
入，俄方采取报复性措施“在情理之中”，而其
效果短期可能会抬高欧洲液化天然气价格、加
剧美国市场供应紧张，而更重要的后果可能在
冬季取暖季显现，因为欧洲无法快速找到替代
来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
员杰米·韦伯斯特说，俄方针对天然气供应实施
制裁，对欧洲来说代价“惨痛”，“双方实质上都
选取了对对方经济损害最大、对自身经济损害
最小的（制裁领域）。关键在于当北半球进入冬
季，欧洲经济体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因为没法找
到另外的天然气供应源。”

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德鲁·利波
说，这是俄方“以牙还牙”的报复措施，但他认为
欧洲人能想出一些对策，比如设立不受制裁影
响的新实体或子公司，“不过这一举措显示欧洲
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切割愈演愈烈”。

美国普赖斯期货集团分析师菲尔·弗林说，
俄方举措是“一个提醒”，即俄罗斯在能源安全
方面占上风。他们的制裁对象是那些对俄实施
制裁者的输气管道，也是威胁和警告，即“今天
制裁的是这些人，明天可能就轮到你”。

俄罗斯承担了欧盟市场约40%的天然气
供应，其中相当一部分经乌克兰输出，并向乌方
支付“过境费”。由于俄乌关系渐趋紧张，俄方
20年来陆续建成数条绕过乌克兰的输欧管道，
包括过境白俄罗斯的“亚马尔-欧洲”管道，以
及过境土耳其的“土耳其溪”、经波罗的海海底
直输德国的“北溪-1”等。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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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招聘口述
历史研究中心文字编辑1名。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二）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选拔。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
4.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2.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期

限未满的；
4.失信被执行人；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纪

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历史、中文、编辑出版等相关专业；
3.年龄原则上要求30周岁以下；
4.对海南历史文化有较深了解，能够独立完成资料汇总、文

案撰写、新媒体运营等工作，具有一定的口述历史研究经验；
5.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适应能力

强，学习能力强；

6.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2022年5月9日至5月23日止。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

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名均按“岗位+姓名”的格式命
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

2.招聘邮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

定参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
不符合应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
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

选，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

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

表现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

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

及空缺名额，可从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的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女士 0898-66810854
宋先生 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项目用地拟选于嘉积镇城南片区市税务局西侧，用地面积
0.6215公顷。根据《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其中Ⅳ
级保护林地0.6199公顷，自然保留地0.0016公顷。拟将项目用地
范围内的Ⅳ级保护林地和自然保留地调整为其他设施用地，调整方
案公示版本已编制完成。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5月13日至6月11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2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
（琼海铺仔变电站11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的公示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

（大路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的公示
项目位于大路镇石桥村向阳街以南，用地面积0.2580公顷，根据

《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其中Ⅳ级保护林地0.1547公
顷，其他设施用地0.1033公顷。拟将项目用地范围内的Ⅳ级保护林
地调整为其他设施用地，调整方案公示版本已编制完成。为了广泛
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5月13日至6月11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2日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5月28日10:00至11:00（延
时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现状拍
卖以下标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观澜湖观邸（赛事公寓）2期东区1号
楼716室房产（产权证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证明第0002545
号，规划用途：住宅），房屋面积107.24m2，起拍价1661932元，保证金
16万元。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请竞买
人自行到现场或有关部门了解准确情况，风险自负。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2年5月27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交至拍卖人指定账户（户
名：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账号：74040078801900000825，开户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济南市分行市中支行），并于拍卖会前办理竞买
手续、网上注册登记。买受人须于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成交价
款，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联系电话：
13911082157、17080182666、0531-88922898；监督电话：0531-
89257117；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2202。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中国拍卖行业AAA企业拍卖公告
银拍公字〔2022〕第116号（总4043期）

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5HN011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军粮供应管理站云龙分站二楼进行
招租。

一、挂牌底价为13284元/第一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
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3%，租赁期限为五
年。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二、公告期：2022年5月13日至2022年5月26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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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558038，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58023，
联系人：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
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联系人：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5月13日

我市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工作自2004年1月正式启动，由
于逾期和不良率高，于2007年1月停贷，我司已全额代偿贷款。现
对下列未还款人员再次进行催收，要求下列人员见报后速归还贷款

（贷款余额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止），否则将被依法追偿，特此公
告。联系电话：0898-68575673 联系人：符小姐

海口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2
33
34
35
36
37
38

借款人
吴礼乾
侯林雄
刘名江
吴丽霞
冯华龙
陈雪
陈名武
陈名和
王雷
韩顺才
卢孙金
梁小红
周文信
王康运
聂建华
陈利伟
符史飞、黄世刚
钟达雄、陈桂春
陈海花、蔡敬
林书存、甘海燕
周连荣、李秀梅
张青山、王君仁
黄燕

反担保人
李瑞桥
周科勇
王玉颜
杜毓菲
陆桂书
吴英波
陈名鸾
梁连雄
苏庆利
邢福政
唐嵩
陆振望
周海娃
吴淑卿
聂建军
陈强
海口琼山飞英养殖场
谢于英、钟运成
谢明三、黄世海
陈先辉、林诗清、云龙儒林沙场
黄觉、陈琼柳
谢斌、符汀
黄飞

贷款余额（元）
11000.00
20000.00
20000.00
18000.00
7000.00
17000.00
18000.00
18000.00
18500.00
20000.00
20000.00
12000.00
2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5000.00
48600.00
60000.00
60000.00
58200.00
60000.00
10000.00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9
40
41
42
43
44
45

借款人
周才明
冼开雅
李秋霞
张运波
李胜
陆礼程
吴伟
王英莲
吴法师
郑继泉
李杏花
张德华
陈秀霞
梁福伦
陈世强

王婕、林尤德
朱达人、吴炳寿
钟运江、郑毓雄
蔡文雄、陈华云
曾妹、陈世能
詹达轩、王伟
郑良全

反担保人
周才志
余建英
张碧欣
李礼器
李汉
冯和富
王雷
黄明钊
吴清龙
王强
许光
张德平
黄家政
梁彩英
吴才胜

韩涛、谭浩
郑海涵、朱达人（抵押人）
洪小民、周宁
陈世荷、周贞福

詹云、王丽霞
吴坤巍

贷款余额（元）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0
5000.00
17000.00
20000.00
13000.00
20000.00
17000.00
500.00
30000.00
30000.00

60000.00
80000.00
60000.00
60000.00
80000.00
28500.00
19000.00

序号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借款人
陈亮、陈平
郑桂英、李德兴、陈运钦
冯和钦、郑宗群
薜才明、张陆花、陈志福

孙锋、梁仁海、吴秀娥

周乃雄、王仁江、陈元才

袁养杰、陈明、王小莉

符史奶、符史玲、吴红英
云昌爱、林玉新、符史剑
谭琼霞、陈娟、林志梅

反担保人
甘当雄、李丽华、郭志东、严翘
郑义礼、周梅花、吴玉凤
郑宗法、王秀玲
叶国胜（抵押人）
王先昌、梁仁海（抵押人）、何玉
琼（抵押人）、田才发
梁崇德、杜光东、周贞福
袁养杰（抵押人）和李梅英（抵押
人）、陈光、符萍
昌江银盛贸易有限公司、云昌爱
云涛
符壮、刘长友、王政

贷款余额（元）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100000.00

62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96000.00

序号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借款人

黄琼蓉、李天文、洪小玲

杨红妹、陈从地、吴丽英

吴宗烈、梁其发、王元忠
陈一妃、林树富、杨春英
杨宁、吴妚菊、陈康福
陈斌、羊章源、林书鉴
颜统吉、林妚娃、张运基
唐少雄、云海、张德胜
李章、李香、潘素娟
黄惠英、王英、周爱金
林仕森、陈旭、林春姑

反担保人
陈育坚、李天文、黄琼蓉（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
李林德、叶阳、海口玉华布艺贸易有
限公司
吴永蛟、梁振贤、王文深
王新贵、李月莲、王林
崔玉华、海口玉华布艺贸易有限公司
吴促辉、羊文伟、陈斌（抵押人）
颜统安、周凤翥、冯宗恒
张悦姬（养殖土地转让）
李伊柠、周道斌、李德智、潘清银
陈国文、吴经洋、黄定南
林林、林正强、庄芬

贷款余额（元）

120000.00

50000.00

80000.00
80000.00
150000.00
12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43000.00
120000.00
150000.00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催收公告

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债务人

（许环宇）于2020年4月29日在我处申办了《小额贷款合同》
《小额贷款业务房地产抵押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2020〕琼
椰城证字第829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许环宇）应在
2020年10月28日止向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肆拾万元（400000.00元），现截止
2022年5月5日债务人（许环宇）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
务，现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处申
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
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2年5月12日

海南阳润置业有限公司及李阳:
2019年10月16日，你司与我博养村委会签订了海口火车

站附近169.41亩集体建设留用地及262.88亩1、2号地块的两份
《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但你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已造成违约。
我村委会分别于2021年10月30日、2022年4月26日向你司及
李阳发出《催告函》，要求你司及李阳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履约保
证金、承担相应费用、并履行投资、出资等义务，否则承担一切法
律后果。但此后仍不见你司及李阳有履约合同行为。我村委会
现特别告知你司及李阳:上述两份《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正式
解除，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司及李阳承担。同时，我博
养村委会还将保留追究你司违约责任的权利。

特此告知。
告知人: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博养村民委员会

二0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解除合同告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