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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澄迈百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乙方）于2019年5月份在澄

迈县金江镇与我本人（甲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
同》，受让了我位于澄迈县桥头镇美位村美位岭86亩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但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按时足额交付转让费，现已逾期
三年。经多方催促，乙方一直未予理会。根据该合同相关条款规
定，乙方已构成违约，视为自动放弃土地使用权，本人有权无条件

收回合约用地。请乙方于2022年6月30日之前停止在该承包土
地上的一切经营活动，自动撤除乙方设置的所有设施、设备，自行
清理乙方种植的地表青苗（农作物）。如乙方未在2022年7月15
日前处置，本人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置，因此造成
的一切后果，由乙方独立承担。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雄

2022年6月5日

遗失公告
名称

新州供销社烟花爆竹销售第三店
儋州市木棠供销社综合批零门市部
儋州市木棠供销社农药门市部
儋州市木棠供销社松林综合门市部
儋州市木棠供销社第三针棉百货门市部
儋州市木棠供销社第二五金百货门市部
儋州市木棠供销社木棠村第一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和庆供销社美扶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和庆供销社针棉门市部
儋州市和庆供销社和岭化肥农药店
儋州市和庆供销社木排化肥农药门市部
儋州市南丰供销社四公里化肥店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总场第三销售点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和盛烟花爆竹销售点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和盛综合门市部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和盛第二门市部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总场第一烟花爆竹销售点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总场第四烟花爆竹销售点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糖厂烟花爆竹销售点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化肥门市部

注册号
4600031001437
469003000010359
469003000010334
4600031001284
4600031001285
4600031001653
469003000014886
469003000007032
4600031000320
4600031000311
4600031000312
4600031001064
4600031001405
4600031001406
4600031001144
4600031000577
4600031001395
4600031001438
4600031001397
4600031002578

名称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场部农药日杂门市部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八一总场第二烟花爆竹销售点
儋州市雅星供销社老根化肥门市部东山农场化肥分店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第一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综合纺织门市部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第二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文具门市部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综合门市部
儋州市中和供销社综合三门市部
儋州大成供销社西庆化肥农药分销店
儋州市大成供销社调南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排浦供销社第一门市部
儋州市排浦供销社百货大楼
儋州市排浦供销社综合门市部
儋州市排浦供销社第三门市部
儋州市海头供销社港口分社
儋州市长坡供销社第二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长坡供销社综合门市部
儋州市长坡供销社第一化肥门市部
儋州市长坡供销社第二农药门市部
儋州市那大供销社农药胜利门市部
儋州市排浦供销社第八化肥门市部

注册号
4600031000823
4600031001396
46000310002581
4600031000494
4600031000489
4600031000491
4600031000495
4600031000493
4600031000490
4600031000497
4600031000401
469003000016100
4600031001526
4600031001128
4600031001529
4600031001528
4600031002553
469003000007547
4600031001308
4600031001303
4600031001307
4600031000334
469003000015081

本单位遗失以下43家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儋州市供销合作联社 2022年6月6日

典 当

资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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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及
城市设计》JDZH-04-D06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公示启事

论证地块拟建台商总部经济基地，根据《〈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简称“海南惠台30条措施”），结
合权属用地情况及项目自身发展需要，拟对项目用地的规划指标及
周边道路进行修改，我局拟按程序启动海口江东新区三组团控规
JDZH-04-D06地块规划修改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为广泛征询
社会公众及周边利害关系人意见，现按程序对该项目JDZH-04-
D06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2年
6月6日至2022年6月1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
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2903，联系人：陈瑞。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6月6日

欢迎适格鉴定、评估机构申请入册！敬请登录海南国际仲裁院官网 https://www.
hnac.org.cn（公告/动态栏）下载申报资料详单及相关格式文本。

海南国际仲裁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六日

为提高仲裁案件鉴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规范

机构委托及管理工作，确保仲裁案件客观、公正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海南国际仲裁

院（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海南国际仲裁院

（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鉴定管理规定》等要求，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面向社会公开遴选

业务优秀、信用良好、社会责任感强的鉴定、评估机

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机构类别：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造价类、资产

评估（保险公估）类、房地产（土地）评估类、会计审

计类、价格评估类、文书鉴定类、产品（建筑工程）质

量鉴定类、计算机与电子数据鉴定类等。

二、申请条件：（一）具有经营鉴定、评估等业务

的法定资质、能独立出具鉴定、评估文书；（二）有固

定的办公场所及专职从业人员，有与开展鉴定、评

估等业务相适应的仪器设备；（三）不接受以分支机

构名义申请入册，但依法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

设立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分支机构除外；（四）依

法纳税，有良好的业绩，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三、资质要求：（一）建设工程造价鉴定机构应

具备从业资质且有5名（含）以上工程造价师；（二）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

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证书；（三）建设工程设计

机构应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乙级

（含）以上资质证书；（四）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具备

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安全鉴定备案证书；（五）

会计审计机构应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或备案的

会计审计资质且有5名（含）以上注册会计师，或财

政部、证监会联合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证》；（六）资产评估机构应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

或备案的相关资质证书和材料且有5名（含）以上资

产估价师，或财政部、证监会联合颁发的《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七）价格评估机构应

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或备案的相关资质证书和

材料；（八）土地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同时具备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贰级（含）

以上资质证书及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

会颁发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九）保险公

估机构应具备银保监会颁发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

资质；（十）声像资料类及环境损害类鉴定机构应具

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司法鉴定资质；（十一）

测绘机构应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丙级（含）以

上测绘资质证书；（十二）其他类别鉴定、评估机构，

均应具备行业颁发的相应资质。

四、申报资料：（一）《海南国际仲裁院鉴定、评

估机构名册入册申请书》；（二）经年检合格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行政事业单位性质的应

提交相应的文件）；（三）经年检合格的机构资质、资

格证书副本、行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四）机构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以及相关资质、资格、职称证书复

印件；（五）机构营业场所证明及设备简介；（六）已

列入法院或其他仲裁机构鉴定、评估机构名册的，

可提交证明材料；（七）机构近年的经营业绩及纳税

情况；（八）机构使用的委托鉴定合同版本、鉴定项

目、收费标准；（九）《鉴定、评估机构承诺书》；（十）

其他必要的文件、资料。

五、报送材料的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申请入

册的鉴定、评估机构请于2022年7月31日前递交

材料或快递至海南国际仲裁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和平大道20号鹏晖国际大厦11层；联系方

式：宗秘书，0898-68571768)，并提供全部申报资

料的电子文本（发送至邮箱：zongshaojing@hnac.

org.cn）。

六、资质审核及名册公布：（一）本院收到鉴定、

评估机构申报资料后，将全面审查，择优选定资信

度高、经营规范、收费合理、服务优质的机构，具体

类别以及数量，由本院决定；（二）确定入册机构名

单后，将在本院官网公布。

海南国际仲裁院
关于公开遴选鉴定、评估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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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警告抵制美洲峰会

美国遭遇外交尴尬
国际观察

第九届美洲峰会
将于6日至10日在美
国洛杉矶举行。美方
因不打算邀请古巴、尼
加拉瓜、委内瑞拉领导
人参会，遭到多个美洲
国家领导人批评或抵
制。

分析人士指出，美
国打着所谓“民主”旗
号霸道决定谁出席美
洲峰会的做法不得人
心，暴露美国在拉丁美
洲地区影响力正在下
降，“美式霸权”日渐衰
落。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6月5日是
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只有一个地
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发表声明，呼吁人
类携手合作，共同保护地球家园。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
围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
重，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
的重要问题。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
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
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全体代表建议将
大会开幕日——6月5日定为世界环
境日。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

会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建议，决定
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6月5日
定为世界环境日。从1974年起，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每年都为世界环境日确
立一个主题，并展开相关的宣传活动。

2022年是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举办50周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在
今年世界环境日之际，再次在瑞典举
办一次国际环境会议，以纪念首届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庆祝全球环保
行动兴起50年。2022年6月2日至3
日，“斯德哥尔摩+50”国际环境会议在
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呼吁各方为健
康的地球和共同繁荣采取紧急行动。

古特雷斯在今年世界环境日声明
中指出，目前全球30多亿人受到生态

系统退化影响，污染每年致使约900
万人过早死亡，100多万动植物物种
面临灭绝风险。日前举行的“斯德哥
尔摩+50”国际环境会议重申，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所有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赖于一个
健康的地球。政府、企业和个人均应
采取行动，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古特雷斯表示，今明两年，国际社
会将有更多机会展示多边主义在解决
环境危机方面所能发挥的力量，包括
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解决塑料
污染问题的决议等。走向未来的唯一
途径是与自然合作，而非与之对抗。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需要大家携手
保护。

共同保护地球家园
——世界环境日诞生50年

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前总参谋长巴伊拉姆·
贝加伊4日在阿议会举行的第四轮总统选举投票
中当选阿新一任总统。图为贝加伊当选后向议员
们致意。 新华社/美联

贝加伊当选阿尔巴尼亚新一任总统

引发多国强烈抗议

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民主问
题”，不太可能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
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出席美洲峰会。美
方无理表态引发拉美地区多国强烈不
满，认为美国借举办峰会搞“分裂、霸
权、歧视”，多国领导人警告抵制峰会。

墨西哥、玻利维亚、安提瓜和巴布
达等国领导人5月纷纷表示，若美国不
邀请全部美洲国家领导人，则拒绝参加
此次峰会。现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
同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也呼吁，美洲峰
会不应把任何美洲国家排除在外。

5月底举行的第21届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峰会通过的声明指出，所有
美洲国家应在平等条件下受邀参加第
九届美洲峰会，美国作为主办国无权
排除部分国家或侵犯他国主权和独
立，“此类排他性的会议”无助于解决
地区和全球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美国
为服务其霸权利益企图在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制造分裂。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国际问

题专家哈维尔·雷耶斯指出，美国通过
将部分国家排除在美洲峰会之外，寻
求利用峰会强化霸权。西班牙《起义
报》网站文章说，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
义，“这是帝国君主制的典型做法”。

平行峰会表达不满

直至6月2日，墨西哥总统洛佩
斯仍表示未决定参加美洲峰会。阿根
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于6月1日确认将
出席美洲峰会。阿根廷媒体报道，会
议期间费尔南德斯将就“美国决定将
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内瑞拉排除在峰
会之外”进行发言。

另据西班牙媒体5月末报道，阿
根廷正在组织另一场与美洲峰会同时
举行的平行峰会。该会议将由阿方以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
的名义召集，智利和墨西哥已确认将
出席该会议。报道说，这一会议不仅

与美洲峰会日期相同，而且会议地点
也相同，会议将举行领导人早餐会，讨
论美国主办美洲峰会却不邀请美洲国
家组织所有成员的行为。

古巴美洲问题专家拉斐尔·埃尔
南德斯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
将部分美洲国家排除在美洲峰会之
外，那么大家都会去参加另一个峰会，
那个峰会“可能会更有意思”。

地区霸权衰落象征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旨在借此次
美洲峰会彰显其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的领导地位，然而美国的霸道做法让
峰会遭到越来越多拉美国家领导人的
批评或抵制，这增加了美国作为主办
方面临尴尬的风险，暴露出美国在拉
丁美洲影响力下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文章说，
本次美洲峰会恐将沦为一场“貌似例
行、实则徒有红毯装点的非正式闲谈”，
可能象征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衰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
目高级研究员瑞安·贝格认为，美国本
可以借此次美洲峰会设置对美洲地区
的政策议程，但美国可能会失去这个
机会。就目前地缘政治形势来看，“拉
丁美洲正逐渐从美国的战略资产变为
战略负债”。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和社会
科学学院国际关系中心教授玛丽安
娜·阿帕里西奥认为，举办美洲峰会，
首先应在美洲地区达成共识。而美国
对拉美国家缺乏基本尊重，将拉美视
作“后院”随意霸凌，对拉美滥施制裁、
输出通胀、搞政治干预等。多国领导
人批评或警告拒绝参加美洲峰会，正
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质疑和抵制。

委内瑞拉资深政治分析师费尔南
多·里韦罗直言：“这不仅是美洲峰会
的失败，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表
明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又一个迹象：
美国的单极霸权走到头了。”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记者林
朝晖 邓仙来）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图为志愿者和环保工作者在印度孟买的海边清理
垃圾。 新华社/法新

世界环境日：清理海滩

美国费城发生枪击事件
致3死11伤

新华社华盛顿6月4日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4日夜间发生枪击事件，
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11人受伤。

费城警察部门说，当晚有一名枪手在市中心
向人群开枪射击，造成人员伤亡。一名警官向枪
手开枪回击。目前枪手仍未被抓获。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美国各地已有超过1.7万人死于与枪支有
关的事件，其中包括约640名未成年人。

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年度军演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5日电 （记者付一

鸣）北约5日在波罗的海举行年度军演，来自16
个国家的约40艘军舰当天从瑞典斯德哥尔摩港
驶入波罗的海。

瑞典武装部队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今年的
军演被命名为“波罗的海行动”。演习在波罗的海
南部海域举行，将持续至17日。

美国国防部此前在一份新闻公报中称，本次
演习由美国第六舰队牵头，由北约打击力量执行，
旨在“增强北约成员国及其伙伴国的凝聚力和实
战能力”。此次军演包括海军和空军协同防空、海
上拦截行动、反潜战、反水雷和两栖作战行动、医
疗响应和搜救等内容，来自丹麦、爱沙尼亚、英国、
美国等14个北约国家以及北约伙伴国芬兰和瑞
典的共计约45个海事单位、75架飞机以及约
7000名军事人员参加演习。

瑞典和芬兰5月18日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改变
了两国多年来军事不结盟政策。俄外交部副部长格
鲁什科5月14日表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不符合
两国利益，也不利于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