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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
在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开立
的、经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正 本（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2222406），现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年6月8日

●海口秀英霞礼守零售超市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1051891403，声明
作废。
●赵雪妍遗失准予迁入证明，
证号：琼01200096，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工会委
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陵水
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号：
21840001040016331，核 准 号 ：
J6410015644803，声明作废。
●海南雄伟育儿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
T9DHK90）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海南天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莱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产品出厂合格证，设备品种：
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型号：
RSD374），产品编码：M4540100，
特此声明。
●陈萍遗失山西省忻州市教育局
颁发的历史学科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 证 书 一 本 ，证 书 号 码 ：
20161460042000945，声明作废。
●海南北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镇新天宝幼儿园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40479501，声明作废。
● 林 文 劝（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6211051398）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内部土地承包合同
书一份，合同编号：神泉企（场、司）
临租字〔2018〕CTD0074号，声明
作废。
●澄迈老城超祥手机店不慎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据三张，票据号码：22534600，
金 额 ：20000 元 ；票 据 号 码 ：
22539307，金额：10000元；票据
号码：22537651，金额：2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乐东龙祥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琼交运
管许可乐东字469033000952号，
声明作废。
●海南省南海经济文化研究所遗
失在工商银行海口金龙支行开立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0809901，声明作废。

延期告示
我父亲吴多福去世，原讣告定为
2022年6月10日在海口市殡仪馆
进行遗体告别，现因老母太过悲
伤，要求多陪父亲几日，现延期改
为6月15日上午9点在海口市殡
仪馆进行遗体告别。特此告示。
长子：吴清 电话：13036098989

海口市西沙路4号，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8月3日
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9日

公告
天煜（海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杨琴、王和
山、符文艳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定于2022年8月17日上午9时开
庭审理（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386～388号）。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595571）
领取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9日

旺铺出售公告
即日起，我司公开出售海口市南
海大道“三叶·绿谷康都”9号楼商
铺及地下停车位：车位起价50000
元/个，商铺起价 10500 元/m2。
数量有限，价格优惠，欲购从速，
先到先得！销售热线：李小姐
18289905220。

海南中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日

减资公告
海南蓝林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24115
533J）经股东会议决议，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贰佰万零捌拾壹圆整减少至人
民币壹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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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蓝林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0日

注销公告
海南海狼高尔夫球俱乐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600000696636709）
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俱乐部办理相关事宜。

●胡定斌遗失医师资格证书一本，
证书编号：200046110460032681
230579，声明作废。
●李利遗失新世界中国地产（海
口）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大·美丽沙
楼盘1101_1201地块20号楼802
房的恒大·美丽沙商品房认购书，
编号：1942779，声明作废。
●海南吉文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7MA5TWL
KG2J）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大众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
MA5TC23Q51）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境 外 投 资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4600201300039，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广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刘
克亮遗失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编
号：4601000400240，作业类别：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初级/D），声
明作废。
●海南莱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产品出厂合格证，设备
品 种：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型号：RS40-4H），产品编码：
MRS2002-9，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龙华景家百变千味餐饮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小文与你单位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782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2〕第286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
海口市西沙路4号，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9日

公告
海南盈算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伟等七人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2〕第552～558号），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
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址：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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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转让
现有文昌80余亩优质零售商服用
地诚意转让，地块干净、已经报建、
手续齐全，有意者请联系蒋先生：
18605598870。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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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新冷战”的
幽灵挥之不去，集团政治甚嚣尘上，冷
战思维、阵营对抗、强权政治抬头，严重
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尽管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
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但是，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没有变，国际社会同舟共
济、合作共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
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
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
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为弥补
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应对
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自成

一体；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小块，整体
的一部分。”几个世纪前，英国诗人约
翰·多恩就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
商品、资金、信息、人员在各国之间的流
动日益频繁，人类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
存超过了过去任何时代。巴基斯坦伊
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费尔哈
特·阿西夫指出，技术上的相互依存带

来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带来了安全
上的相互依存。

无论是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还是
乌克兰危机，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会
波及全球，这些都印证了人类是一个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放眼当今世界，单边主义、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和平赤字、
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
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越来越
多，越来越棘手。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
下去，因为这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
驰，同人类的安危福祉背道而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从
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这一重大倡议正是基于世界各国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现实，着眼于当前世
界面临的复杂艰巨的安全挑战，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

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安
全倡议既展现顶层设计的宏观思维，又包
含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观视角，既是奔着解
决人类安全的现实问题而去，也是为了谋
求世界和平的长久之道。其精髓要义在
于，以新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
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
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出
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

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这一重大倡
议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为
消弭和平赤字提供了治本之策，为应对国
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方案。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席
苏丁德拉·库尔卡尼说，在相互联系和相
互依存的世界上，所有人都必须享有安
全、发展、正义和尊严。全球安全倡议包
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中，
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这一倡议的理念。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
所长陈刚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全球
面临的各种热点安全问题，包括一些非
传统安全问题，各国就需要把整个世界
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全球安全倡议
对于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以
及把整个人类社会连接成一个安全的
命运共同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正道
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绝

对安全”“独享安全”已经行不通，必须超
越你输我赢的冷战思维，尊重和保障每
一个国家的安全，以对话取代对抗，以结
伴取代结盟，以共赢取代零和。这就要
求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把安全不
可分割原则落到实处，推动构建均衡、有
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全球
安全倡议的各项主张，无不体现真正的
多边主义精神，其要义就是国际上的事
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
各国共同掌握。

中国历来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提出，要遵
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搞集团政
治和阵营对抗，要构建均衡、有效、可持
续的安全架构。这一理念与基于“小圈
子”自身利益、不惜损害他国安全的伪
多边主义完全不同，是解决全球安全治
理问题的真正出路。

伊拉克巴格达穆斯坦西里亚大学政
治地理学教授穆萨纳·马兹鲁伊指出，全
球安全倡议着眼于通过国家间对话寻找
和平解决冲突和争端的办法，而不是利
用霸权恃强凌弱。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
卡文斯·阿德希尔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以
整体、包容、协商、可持续的方式解决全
球安全赤字问题，其核心是多边主义。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认为，全球
安全倡议明确指出，世界需要一个共同
的安全机制，而不能任由一个或几个国
家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单方面加强
自身安全。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

会前主席库尔卡尼指出，全球安全倡议
的理念意味着，安全体系结构在本质上
必须是全球性的，这一安全体系应当包
括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过去几百年，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

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
国际事务。笃信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的
西方列强长期内斗，同时疯狂掠夺海外
殖民地、贩卖黑奴、屠杀原住民，在经历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仍不汲取教训，继续
推行霸权。美国打着“民主”旗号对主权
国家大搞渗透颠覆，发动侵略战争，给相
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安全是
发展的前提，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此就有
着深刻的认识。与西方不同，中国不仅
仅追求自身的安全，也会同时考虑他国
的安全。因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
下一家”，这体现出对整体利益和安全
问题本质的更深入理解。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为贵”“和
而不同”“以和邦国”“协和万邦”，秉持
的是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价值取向，
坚守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治理
原则，追寻的是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
高远理想。几千年来，“和”文化融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全球安全倡议既
是植根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与实践，也是依托中华文明绵延数千
年形成的深厚积淀和历史传承。

大道不孤，德必有邻。随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断推进，中国正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传统文化中“和”
的理念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世界所认知，中
国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
的全球安全倡议，也在世界上赢得越来越
多的认同，被寄予越来越大的期待。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
班邦·苏尔约诺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大同社会”理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新安全观，都是一脉相承的。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说，
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强调和平解决争端，
认为只有通过追求“和”才能真正解决彼
此间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对当下
新安全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
佩里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的说
法是很珍贵的理念。人们应该寻找不同
国家和地区文化中颂扬和谐、和平的共通
理念，建立一种基于和平的实现各国共同
安全的新方式。在当前的关键历史时刻，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恰逢其时。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刘赞）

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
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
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
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
贡献中国智慧、凝聚国际合力。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中国既
是这一倡议的提出者，也是倡议精神的
坚定践行者。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高举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地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
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彰显了立己达人的
天下情怀，树立了知行合一的大国典范。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球安全倡

议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新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

作为曾饱受外国侵略压迫之苦的
国家，中国深知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成
立以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
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主动挑起过一
场战争，从未侵略过别国一寸土地，从
来不搞代理人战争，不参加或组建任何
军事集团，是全世界在和平与安全问题
上纪录最好的大国。

中国开世界先河，是唯一一个将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
国防法明确宣示中方奉行防御性国防
政策。中国也是五个核武器国家中唯
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这
一政策在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战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广大无核武器国家
普遍认可和欢迎。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
邻国最多的国家，但秉持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坚持通过和平谈判与
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完成了划界

勘界，并承诺继续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仍存在的争议。在处理南海问题上，
20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落实《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保持了南海局势的
总体稳定。

中方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
度，从2008年起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
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无论国防
费投入多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
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
远不扩张、永远不谋求建立势力范围、
永远不搞军备竞赛、永远不会威胁任何
国家。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以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
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
策。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外交
辞典里没有“胁迫”“霸凌”这样的词汇。

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
坚持与各国和平共处，坚持不称霸、不
扩张、不胁迫，这无疑是对世界战略稳
定的重大贡献。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称
赞中国是“当今世界需要的一股和平
的力量”。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
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中国坚定走和平
发展道路，体现了大国担当。克罗地
亚前外长普希奇认为，中国坚持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产生
了积极影响，为全球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
矣。”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
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中国始终不渝的信
念。这既体现在全球安全倡议的主张
中，也体现在中国始终如一的行动上。

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
席位。50多年来，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成为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秩序稳
定的中流砥柱。

今天，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
和维和摊款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第一大出兵国。30多年来，中国军队先
后参加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官
兵近5万人次，有16人献出宝贵生命。
目前，共有2000多名中国军人在7个维
和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联合
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
尔·拉克鲁瓦说，中国在提高维和影响力
和绩效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0多年来，中国累计派出40批护
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
和打击海盗任务，参加马航MH370失
联航班搜救、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尼
泊尔抗震救灾、协助救援打捞印尼失事
潜艇等国际救援行动。

为应对新冠疫情这个非传统领域
安全问题，中方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研发知

识产权豁免，截至5月上旬已向12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2亿剂新
冠疫苗，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
提供46亿件防护服、180亿人份检测试
剂、4300余亿个口罩等抗疫物资，为弥
合全球“免疫鸿沟”作出了实实在在的
贡献。

在军控领域，今年年初，中国等五个
核武器国家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共
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
赛的联合声明》。中国推动各方同意强
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还推动写
入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
国家等重要内容，为构建总体稳定、均衡
发展的大国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领域取得
积极成果，正日益成为引领国际反恐合
作正确方向的重要力量。中方提出，应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反恐“双重标
准”，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
族、宗教挂钩，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团
结、携手打击恐怖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
所长陈刚表示，中国通过外交实践向世
界证明，它不搞集团政治，同时强调所
有国家，不分大小，也不论社会制度，都
是平等的。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马希
尔·伊赫桑认为，多年来中国始终致力
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坚定维护多边
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的外交实践对于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
稳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动

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下尤其具有重要意
义和深远影响。

热点问题的斡旋者
计利当计天下利。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
争端。这正是中国一贯秉持的立场，即
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
系中，坚持对话协商、劝和促谈的方式，
坚定不移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

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和倡议，中国始
终把共同安全放在心上，把道义责任扛
在肩上，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
解决之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
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
平一边，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
立自主作出判断，并一直在以自己的方
式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中国领导
人先后同多国领导人通话或视频会晤，
呼吁“为和平创造空间，为政治解决留有
余地”，“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
出和平”。中方提出对乌克兰问题的五
点立场、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六点倡议、
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四个应该”，为化解
危机、寻求和平作出了不懈努力。

在中东问题上，中国提出关于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和关于实现
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支持中东国

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支持中
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主动开展国
际协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促进阿
局势平稳过渡发挥建设性作用。去年9
月，中国政府宣布向阿富汗提供价值2
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和
药品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截至今年4
月下旬，该项下已完成6220吨粮食援
助。中方还安排36架次包机进口阿松
子，帮助阿富汗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针对国际反恐合作，中方提出五点主
张：发挥联合国中心作用，坚持标本兼治
原则，摒弃任何“双重标准”，遏制新威胁
新挑战，加强发展中国家反恐能力建设。

中国理念心系苍生，中国行动造福
世界，中国倡议赢得人心。

沙特阿拉伯新闻部国际媒体处总监
侯赛因·沙马里表示，中方支持俄乌和谈
的态度明确，并愿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
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方的态度和举措
体现了中国主张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
以及对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的高度关切，
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伊拉克穆斯
坦西里亚大学教授穆萨纳·马兹鲁伊说，
一直以来，中国反对对抗，坚持对话协
商，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多
年来，中国坚持为世界和平而奔走，为国
际安全而尽力。如今，面对世界变乱交
织、风险重重的局面，中国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
冲突战争的迫切需要，顺应了世界各国
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团结的共同追
求，响应了各国人民共克时艰、携手共创
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普遍愿望。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宋盈）

安全新理念 中国大智慧

重知行合一 树大国典范
“中国策·安天下”（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