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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粮
食计划署和世界贸易组织4月发布的联
合声明指出，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冲击
可能加剧许多国家社会紧张局势。

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南亚国
家斯里兰卡3月爆发经济危机。物
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本币贬
值等引发民众抗议，该国总统于4月
和5月两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非洲情况也不容乐观。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本月初表示，俄乌冲
突加剧了整个非洲的粮食、能源和金
融“三重危机”，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社
会动荡。

即便是相对富裕的欧洲，民生危
机演变成社会问题的风险同样存在。
为抗议燃油价格上涨，西班牙巴塞罗
那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和西班牙卡车

司机工会分别组织游行和罢工，一度
造成当地商品和原材料供应中断。

国际组织和机构近几个月纷纷
下调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预期等关键
指标。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推动
对俄制裁、“拱火”俄乌紧张局势正让
世界埋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记
者高路 徐超）

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海南凯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 正 本 、副 本 ，证 书 编 号 ：
N4600201500030，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民
委员会道堂村民小组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屯昌县枫木镇岭仔村民委员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开户行：海
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枫 木 支 行 ，核 准 号 ：
J6410008366104，声明作废。
●屯昌县枫木镇南挽村民委员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开户行：海
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枫 木 支 行 ，核 准 号 ：
J6410008361705，声明作废。
●王慧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证，证
号：201346001991，特此声明。
●符荣进遗失坐落于和荣村一队
林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
第23835号，声明作废。●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办事处
龙岐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损坏，声
明作废。●任应武遗失海口大成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金隅·阳光郡四期2#
楼3单元701室预收款，发票代
码：046002000105,发票号码：
00598708，金额：582568元，声明
作废。

公告
王健兴，男，你擅自离开本单位，长
期未归。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30日内回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我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
解除劳动关系处理。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
峰岭分局

●吴庆斌、吴庆军遗失坐落于海口
市振东区邦墩里83号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01〕
字第48906号，现特此声明。
●保亭新政呈祥建筑服务工程队
不慎将公司公章丢失，注册号：
46902900010528，声明作废。
●儋州福泉合兴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9003NA000377X，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春暖花开幼儿园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34604000033560，
声明作废。
●罗爱梅遗失车牌号琼F05910
车的道路运输证一本，证号：
460400064879，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中心学
校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任应武遗失海口大成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金隅·阳光郡四期2#
楼3单元701室预收款，发票代
码：046002100105,发票号码：
00535048，金额：1340000元，声
明作废。
●潘先雄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番村社区番村的海南省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2021〕
0109号，声明作废。
●东方市十所兴隆农业机械工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0593401，
声明作废。
●海南纯行太保科技有限公司定
安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8MAA99UR81A）遗 失
公章，现声明作废。
●王天水遗失琼C5B636中型自
卸货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澄迈字
469023100116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畅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全体股东：根据《公司法》之相关规
定，海南畅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
召集全体股东召开有关公司经营
期限及经营地址变更的股东会议，
会议时间：2022年6月20日，会议
地点：海口市南宝路3号南宝电脑
城内一层128号铺面；未出席会议
的股东，视为对2022年6月20日
的股东会议无异议并自动放弃表
决权。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
半小时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联 系 人 ：吴 丽 明 ，电 话 ：
13111991036。

海南畅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6日

减资公告
海南百家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26MA5RHH0

187）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

至200万元，原股东占比（陈滨占

比80%，陈艳占比20%）及债权债

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峡两岸（海南）文化交流联合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082519905G）拟 向 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协会办

理相关事宜。

●徐珠梅不慎遗失琼儋渔61086
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
号：（琼儋）船登（权）〔2018〕HY-
000257号，现声明作废。
●周雪芬遗失儋州市恒大名都车
位B017的《海南全国联销项目收
款 专 用 收 据》一 份 ，编 号 ：
HN1834548（车位款，金额25000
元），声明作废。
●朴哲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号：
琼01200472，特此声明。
●谭冬萍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德公馆2-1-
S105 的购房收据，收据号码：
0005248，金额：470994元；收据
号码：0010255，金额：713975元，
声明作废。●海口美兰善源和健康服务馆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8MA5T6EH799，声
明作废。● 张 光 安（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7403173313）遗失警官
证，警号：4612102，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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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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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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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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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告通知书
海南浩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
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6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844654.81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844654.81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海南名邦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限
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14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1139364.00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1139364.00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文昌运通贸易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限
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3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2500242.00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如
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2500242.00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海南名邦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限
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13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14261890.50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14261890.50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海南文昌昌隆实业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
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1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933550.00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933550.00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限
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10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9897291.95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9897291.95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文昌正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
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4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2010087.00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2010087.00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催告通知书
文昌凯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1年8月12日向你公司登报公告送达《关于
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文审缴字〔2021〕5
号）。你公司应在收到该决定书2个月内缴纳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1876594.00元，但你公司未依法履行。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催告
如下：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催告书十日内依法付清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1876594.00元，逾期不履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5月27日

美“拱火”俄乌冲突给世界经济添了哪些伤
疫情阴霾未散，俄乌冲突迭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一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在粮食、能源、金融、制造等领

域全方位围堵俄经济，俄乌谈判进程频繁受挫。分析人士认为，俄乌两国与不少国家经济依存度高，通过粮食、能源等领域对世界经济产
生重要影响。美国不断“拱火”，加剧地区冲突长期化风险。经历疫情冲击的世界经济旧伤未愈，其艰难复苏面临更多挑战甚至危机。

能源出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
俄罗斯的重点领域。美国率先于3月
8日宣布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
然气和煤炭。欧盟4月8日宣布停止
进口俄煤炭，欧盟委员会日前提交的
新一轮制裁方案中包括对俄石油禁运
内容。

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主要参与
力量，分别占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
出口的18%、11%和10%。目前，欧
盟进口中约40%的天然气、约30%的
石油和近 20%的煤炭来自俄罗斯。
对俄能源制裁不断加码且趋于长期
化，给全球能源安全敲响警钟。

首先，能源流通受限，供应混乱加
剧世界尤其是欧洲经济运行压力。挪
威吕斯塔德能源公司预测，如果俄罗
斯停止交付，欧洲每年将产生1550亿
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

作为对西方反制措施，俄罗斯要
求“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从4月起使用
卢布结算天然气，4月底以拒绝该要
求为由宣布停止向波兰和保加利亚供
气，一度刺激欧洲气价上涨20%。彭

博社报道，截至5月中旬，已有20家
欧洲企业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
设卢布账户。

其次，价格震荡攀升，能源通胀加
剧全球经济民生冲击。不少机构预
测，未来数年国际能源价格将维持高
位。世界银行4月报告指出，能源价
格涨幅已达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
高，预计在2022年涨幅将超过50%，
能源价格飙升可能持续到2024年年
底。

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放
缓，4月份通胀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
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8%，成为通胀主
因。欧盟委员会预测，如果俄罗斯天
然气供应出现严重中断，欧洲经济将
陷入全面“滞胀”。

俄能源出口受限、欧洲承受供应
冲击的同时，美国却在悄悄获利。趁
着欧洲天然气供应严重不足，美国迅
速与欧盟达成协议，计划今年额外向
欧盟提供至少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
气，这意味着美国对欧天然气出口增
加三分之二。

能源安全风险蔓延AA
俄乌冲突长期化，给粮食供应带

来重大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
主任比斯利认为，俄乌冲突可能超出
预期，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严重阻断生产，挤压粮食产
能。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
俄乌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五大小麦
出口国。过去三年，两国合计约占全
球小麦出口的 30%、玉米出口的
20%和葵花籽油出口的一半以上。
市场人士预计，今年乌克兰当季粮食
可能减产超过50%。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化肥生产国，
占全球总产量的13%。俄化肥出口
因美方制裁受限，导致全球化肥价格
大涨，巴西、美国等农业大国的农户
被迫减少化肥用量，可能因此影响未
来收成。

二是干扰贸易流通，加剧粮食通
胀。俄乌冲突扰乱港口运营，叠加西
方制裁，让俄乌粮食出口严重受阻，
助涨全球粮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
干事屈冬玉表示，全球约50个国家
和地区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小麦供应，包括非洲、亚洲等地一些
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

三是催生保护主义，供应缺口恶
化。为应对国内供应紧缺和价格上
涨，一些农产品大国陆续出台限制出
口措施。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数据，俄乌冲突爆发后，截至4月底，
推行粮食出口管制措施的国家已增
至23个。4月和5月，全球最大棕榈
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和全球第二大
小麦生产国印度分别宣布暂停出口
棕榈油和小麦。

粮食危机日益迫近BB

社会动荡风险加剧CC

据新华社洛杉矶 5 月 25 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波音公司的载人
飞船“星际客机”25日从国际空间站
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白沙太空港地区，完成了一次颇为关
键的不载人试飞任务。

“星际客机”于19日搭乘美国联
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型运
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
站。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星际客机”

运送超过500磅（约合226公斤）的
美国航天局货物、宇航员补给以及超
过300磅（约合136公斤）的波音公
司货物前往国际空间站，携超过600
磅（约合272公斤）的该空间站物资
返回地球。

这是“星际客机”第二次不载人试
飞，也是对其能否执行载人试飞任务
的一次关键测试。这款航天器于
2019年12月进行首次不载人试飞，
但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取消前往

国际空间站的计划，提前返回地球。
调查显示，软件缺陷或是首飞失利的
主要原因。此后，原定2021年8月进
行的“星际客机”第二次不载人试飞由
于火箭推进系统故障推迟。

美国航天局25日表示，“星际客
机”的此次不载人试飞完成了既定目
标，其中包括火箭发射、上升中止紧
急探测系统验证、飞船与火箭分离、
飞船对接和脱离空间站、精准着陆和
回收等。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完成不载人试飞返回地球

5月2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工作人员在载人飞船“星际
客机”旁忙碌。 新华社/美联

这是5月4日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拍
摄的中国援建的所罗门群岛2023年太平洋运动
会体育场馆项目练习跑道和足球场（航拍照片）。

今年4月下旬，中国援建的所罗门群岛2023
年太平洋运动会体育场馆项目练习跑道和足球场
正式完工并交付所方。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在交付仪式上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的支持和
帮助。他高度评价建设者克服困难、高质量完成
项目建设，表示这对所方筹备2023年太平洋运
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华社发

中国援建项目助力
所罗门群岛筹办太平洋运动会

朝鲜连续三天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华社平壤5月26日电（记者江亚平）据朝
中社26日报道，自24日18时至25日18时，朝鲜
新增发烧病例10.5万多例，较前一天减少近1.05
万例，痊愈病人15.7万多例，无死亡病例。这是
自朝鲜宣布发现新冠疫情以来，全国首次连续三
天无新增死亡病例。

朝中社援引国家紧急防疫指挥部的通报说，
从4月底到5月25日，朝鲜全国累计报告发烧病
例317万多例，其中痊愈289.9万多例，治愈率为
91.4%，尚在接受治疗的还有27.2万多例。

自朝鲜5月12日宣布发现新冠疫情以来，发
烧病例在5月15日达到日新增39万多例的峰值
后逐步下降。目前全国总死亡病例为68例。

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国家紧急防疫部门
本月8日对平壤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进行抽样
检测后，确诊有人感染奥密克戎病毒。这是自新
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朝鲜首次报告在本土发
现新冠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