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逊政府的这一法案想要完成立法，
不仅受到欧盟强烈反对，在国内也面临阻力。

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26日说，
工党会投反对票，如果工党执政，将废除这
一法案。

保守党议员能否齐心推进法案也有悬
念。约翰逊的党首地位眼下正遭遇严重挑
战。约翰逊和下属多名高官违反防疫规定
办酒会挨罚的丑闻拖累保守党声誉，部分议
员希望“换帅”，以免影响2024年选举表
现。已有多名高官引咎辞职。

保守党议员本月早些时候对约翰逊发
起不信任投票，约翰逊惊险过关，避免丢掉
党首及首相职位。在最近两场下院议员补
选中，保守党又失两席，要求约翰逊下台的
呼声愈加高涨，但他坚持不辞职。

另一方面，政府修改北爱议定书的举动
已经让北爱地方政坛陷入僵局。新芬党等
主张北爱与爱尔兰加深联系乃至“统一”的
政治力量反对修改北爱议定书，目前在北爱
议会中占多数。5月北爱地方议会选举中，
新芬党首次超过“亲伦敦”的民主统一党，成
为议会第一大党。

民主统一党要求修改北爱议定书，否则
就不参与政府或议会运作，根据1998年北
爱和平协议设立的北爱自治政府和地方议
会各派别权力共享机制因此停转。

在天空新闻频道26日报道中，英国政
府北爱事务大臣布兰登·刘易斯说，英方目
的是“修正议定书中的问题，涉及如何实施
其中条款”，他说北爱地方立法和行政机构
无法运作的原因在于“议定书挡了道”，议定
书违反了北爱和平协议。

爱尔兰政府指责英方做法威胁北爱地
区和平。欧盟也指责英国出尔反尔，威胁英
方如执意推行新法案，可能在英欧之间引发
贸易战。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
说，“单方面行动破坏双方信任”，欧盟将考
虑对英方重启“违约程序”以及采取其他处
罚措施，以便“保护欧盟单一市场免于承受
（英方）违反议定书给欧盟企业以及欧盟公
民的健康安全带来的风险”。

法案需获议会下院、上院通过，才能完
成立法，预期后续也将面临利益相关方的诉
讼挑战。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通关难

英国重议北爱议定书
欧盟再批此举“非法”

英国议会下院27日将辩论政府提出的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法案并表决是否继续推进。假如法案“通
关”，意味着英国将单方面推翻与欧洲联盟经过长期拉锯才达成的“脱欧”协议中一项关键而敏感的约定。

欧盟方面已经一再警告英方此举会招致严厉惩罚。欧盟驻英大使若昂·瓦莱·德阿尔梅达26日重申，英国
单方面修改协议的行为“既不合法，也不现实”。

德阿尔梅达接受英国天空新闻
频道采访时说，欧盟认为英国政府
提出的法案“违反国际法、违反欧盟
法律和英国法律”。

“我们会致力于寻找有关如何
实施（议定书）的实际解决方案，但
如果（英方）基本原则是双方先前谈
成的一切都搁置一边，那我们没法
开谈。”

英国与欧盟2019年签署“脱
欧”协议，除了约定英国退出欧洲单
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后双方经贸合作
应遵循的规则，还另外签署了《北爱
尔兰议定书》，同意北爱地区保持与
欧盟成员国爱尔兰跨境人员和货物
往来畅通，不设边检设施，继续遵循
欧盟经贸规则，以维护1998年北爱
和平协议的成果。

但是，为了防止英国其他地区
的货物绕过欧盟监管、经北爱流入
欧盟市场，议定书规定英格兰、苏
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货物运入北爱
地区时必须接受边检。反对者认

为，这意味着在大不列颠岛与爱尔
兰岛之间的爱尔兰海设立一道海
关边界。

英国政府当初为达成“脱欧”
协议作了妥协，实现“脱欧”后却不
断表达“反悔”之意。尽管受到欧
盟一再警告，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领导的政府本月早些时候仍
正式提出北爱议定书修改法案，交
由议会审议，下院预定 27 日“二
读”辩论，随后表决是否进入下一
立法程序。

法案一项关键内容是对英国其
他地区货物进入北爱地区后“分道
而行”：从大不列颠岛进入北爱地区
并只在当地销售的货物走“绿色通
道”；从大不列颠岛经北爱进入爱尔
兰或其他欧盟国家的货物走“红色
通道”，在北爱关卡接受边检。

法案还希望通过独立仲裁而
非经由欧洲法院解决争端，要求确
保北爱与英国其他地区相同的税
收减免。

“没法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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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娜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105200512307524，特此
声明。
●儋州常乐乐种养殖家庭农场
（个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A919RR6J）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海头南国宝宝母婴用品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4000015337，声明
作废。
●定安县养殖阉鸡产业协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21MJY5427914）不慎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声
明作废。
●楼波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滩A09
二期洋房 SA2 幢 410 号的房权
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56272号，特此声明。
●儋州那大陈木青货物运输部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车
辆号牌：琼F13208（黄色），证号：
琼交运管儋州字 460400064054
号，声明作废。
●余莎莎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绿城蓝湾
小镇棕榈苑4幢1单元1105房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陵水
县不动产权第0006227号，特此
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小福星
幼儿园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281067927，声明作废。

公告
范兴发（身份证号码：460031****

5236）：由于我所十月田库区3号

仓经第三方检测公司鉴定，属D级

危房，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为保障

库区人员安全，需给予拆除。请您

于2022年7月2日前与我所联系

协商相关资产处置方式，如逾期不

与我所联系，我所将搬离仓库内的

物品并进行集中保管（保管期限1

个月），由此产生的费用及后续的

保管费由你方承担，搬离及保管过

程中的物品损坏由你方自行承

担。超过保管期限的，我所将聘请

第三方估价并处置相关资产。联

系方式：薛发多，13976472020。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粮油收储

所 2022年6月28日

催收公告
郑小花、桂建海、桂俊敏：

临高椰丰海洋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8年向我行贷款共计6000000

元。该笔贷款迄今尚欠借款利息

1,755,833.79 元（截至 2022 年 5

月31日），你们作为公司法人及保

证人负有偿还义务，因你们目前无

法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

限你们见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

联系还贷事宜。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2年6月27日

●文昌世茂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金海军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核发的海洋渔业职务船员二级
船 长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331082198405175295，声明作废。
●海南省华夏公益基金会遗失基
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一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3460000MJP126134R，声明作
废。
●羊济成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一本，注册编号：46201901569，
发证时间：2019年12月26日，声
明作废。
●毛纬登于2022年3月21日不慎
在湖北荆州沙市遗失居民身份
证，证号：421002199402073812，
特此声明。
●澄迈金江花容米店遗失澄迈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核发日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90230000830，声明作废。
●刘雪雪遗失海口市龙华区面前
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二
期）集中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
协议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各一份，
档案号：M3040，协议签订顺序
号：0888，声明作废。
●文昌世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文昌世茂新里程置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关于终止万宁市万让2022-7号
地块挂牌出让活动的

公告
我局刊登于2022年6月8日《海南

日报》A11版及相关网站发布《万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拟挂

牌出让的万让2022-7号地块，现

因故终止。

特此公告。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8日

仓库招租和资产评估公告
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现将位于定

安县黄竹三角路的景区旧仓库（约

1500平方米）进行招租，同时招募

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对景区内资产

进行评估。

一、基本要求

1.具有符合国家相关资质要求的

单位；

2.需提供相关产品有效检测报告。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913206

催收公告
王日辉、邓不芬、庄尚飞、王二：

海南永辉海运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年、2013年向我行贷款共计

44500000元。该笔贷款迄今尚

欠借款本金37120000元及利息

7,262,255.88 元（截至 2022 年 5

月31日），你们作为公司法人及保

证人负有偿还义务，因你们目前无

法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

限你们见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

联系还贷事宜。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2年6月27日

公告
海南合晟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你公司与我村委会在2017年4月

17日签订合作合同书，至今贵公

司尚未履行合同约定，由于贵公司

联系方式及地址不详，我村委会多

次联系不上贵公司，望贵公司见报

后壹个月内履行合同约定，否则按

有关法律终止该合同。

公告人：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办

铁桥社区奇荟村委会奇荟村

2022年6月23日

遗失声明
海南威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
同专用章和（陈灵）法人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洋浦安农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A9
3ER93U）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和（黄桂永）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出租人：王君英、承租人：王军平
遗失坐落于碧海大道29号海口美
丽沙天悦湾T4D栋3-4D房的房
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2021〕
54911号，声明作废。
●潘正庆遗失坐落于大致坡镇园
林西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琼山国用〔2001〕字第 19-0024
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版权协会不慎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海口新华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0528103，账
号：2201020209200014834，声明
作废。
●林丽花不慎遗失海南省农垦卫
生学校毕业证书一本，证书编号：
HN2012212030521，声明作废。
●马军荣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美兰区沿江五西得利新村B9栋
701房的房屋租赁证，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明
临高县农业机械站项目原由海南
省儋州市博丰房地产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并由博丰公司推荐海南亚
盟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总承包，由于
博丰公司和亚盟公司合作开发资
金迟迟不到位，现本站出本声明书
废除合作开发合同和总承包合
同。届时博丰公司和亚盟产生的
一切债务都与本站无关。

临高县农业机械站
2022年6月28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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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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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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声明

●海南诚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肖妚丽）法人私章
一枚，声明作废。
●谢华莹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经营许可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澄迈
字469023100115号，特此声明作
废。
●昌江石碌华田美食馆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0009513，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村
民委员会昌会山二村民小组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3892004，声明作废。
● 符 光 丰（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7512035235）不慎遗失
与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签订
的《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
货币化安置协议》，（现场编号：
I186-1），现声明作废。
● 符 光 丰（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7512035235）不慎遗失
与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签订
的《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中购买
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协议》，（现场
编号：I186-1），现声明作废。
●陈玉女遗失海南省儋州市那大
镇抱龙村委会金带村003号农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03100215050002J，声明作
废。
●万宁兴隆东道煮火锅店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观 天下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新闻办公室6月27日表示，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
科夫当日向国民议会提交了政府辞呈。

这是2022年6月24日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接受采访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保加利亚总理提交政府辞呈

据新华社马德里 6 月 26 日电
（记者冯俊伟）数千人26日在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市中心参加反对北约、呼
吁世界和平大游行。

这次游行由西班牙国家和平论坛
召集，来自西班牙、德国、美国、古巴、委
内瑞拉等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参
加。记者看到，在长达上千米的游行队
伍中，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有怀抱婴
儿的妇女，也有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何塞·路易斯·
森特里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今天参加游行的人成千上万。我
们呼吁和平，建立多极世界，而不希望
增加军费开支。我们反对军备竞赛。”

北约峰会将于29日至30日在马
德里召开，主要议题包括继续为乌克
兰提供支持、审议芬兰和瑞典加入北
约问题，以及通过指导未来十年发展
的新战略构想等。

西班牙首都数千人参加反北约大游行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27日电
（记者王卓伦 尚昊）以色列魏茨曼科
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日前发表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嗅觉在人类社交活动中也
能起到类似在某些动物中帮助选择朋
友的作用，“气味”相近的人可能更容
易建立友谊。

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上报告说，他们招募了一些成对的默
契朋友和随机陌生人，使用一种通过
分析气味化学成分而拥有“嗅觉”的电
子鼻设备，比较了这些人的体味样
本。结果发现，亲密朋友之间的气味

比随机组的人更相近。
为了判断气味相近是成为朋友的

结果还是原因，研究者还利用电子鼻
去“闻”一组完全陌生的志愿者的味
道，并要求他们成对进行非语言社交
互动。结果发现，体味更相似的人互
动更积极。

研究人员说，有广泛记录显示陆
生哺乳动物的嗅觉在社交互动中发挥
重要作用，比如狗通常可以从远处分
辨出接近的狗是敌或友。当人们下意
识地嗅闻自己和他人时，也可能会被
那些“气味”相近的人所吸引。

研究显示人们“气味”相近更容易做朋友

美国26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三美国人认为
本国经济现状“相当糟糕”甚至“非常
糟糕”。

美国《国会山》日报26日报道，上
述民调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和

“舆观”民意调查公司联合开展，22日
至24日间采集了2265名美国成年居
民的意见，其中75%认为本国经济现
状糟糕。在4月同样的民调中，持相
同看法的人占63%。

物价上涨令许多美国人担心无法
负担养老、休假甚至日常开支的花
费。民调显示，三分之一调查对象说
他们“非常担心”是否有能力支付满足

基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费用；32%表
示“有些担心”。

汽油、食品和住房成本上涨导致
美国5月通胀水平飙升。美国劳工部
本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6%，同比
涨幅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值。

民调显示，62%的调查对象说，油
价对其个人影响“很大”。美国汽车协
会数据显示，全美汽油平均价格26日
为每加仑（约合3.79升）4.9美元。

44%调查对象预期美国明年经济
会衰退；25%认为经济将下行；13%仍
预期会繁荣或增长；18%认为将保持
稳定。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民调：75%美国人认为本国经济糟糕

在西方制裁切断俄罗斯向海外债权
人支付渠道的情况下，6月26日过后，俄
罗斯两笔外汇债券大约1亿美元应付利
息的30天宽限期结束。美国《华尔街日
报》26日援引债券持有人消息报道，俄方
没有支付相关款项，意味着将构成违约。

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
早前指出，欧洲联盟和美国给俄方偿还
外债人为制造障碍，故意给俄罗斯贴上

“违约”标签，眼下情况堪称“闹剧”。

人为制造障碍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俄罗斯上一
次“外债违约”可追溯至1918年，当时苏
维埃俄国宣布废除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巨
额外债。1998年，俄罗斯暴发金融危
机，卢布崩盘，时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领导的政府对内违约400亿美元债务，
但也及时偿还外债。

这一次不同。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
气出口获得大笔收入，外债规模相对俄
经济总量相当小，绝非“还不起”。然而，
西方制裁几乎把俄罗斯排除在全球金融
体系之外，给俄方设置了难以克服的支
付障碍。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一个
原本有偿付能力的政府被外国政府逼迫
发生违约，”美国投资管理企业卢米斯-
塞尔斯公司高级主权债务分析师哈桑·
马利克说，“这会成为历史上具分水岭意
义的违约事件之一。”

彭博社报道，一般情况下，由国际评
级机构正式宣告某国主权债务违约，但
欧盟对俄制裁导致评级机构撤销对俄罗
斯实体的评级。26日宽限到期的债券相
关文件中规定，如果四分之一债券的持
有人赞同，持有人可自行宣告发生“违约
事件”。

俄罗斯近几个月想方设法以迂回方

式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款项，并于上周宣
布将用卢布偿付400亿美元主权债务。

俄财长西卢安诺夫23日说，外国代
理银行拒绝执行俄外汇订单，对俄方而
言是“不可抗力”，迫使俄方改用卢布结
算。欧盟和美国给俄方偿还外债人为
制造障碍，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大
影响，对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信任将不
复存在。

暂时影响不大

《华尔街日报》解读，这次违约早在
预料之中，不会马上引起国际金融市场
或俄罗斯经济的连锁反应。自俄罗斯2
月下旬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
来，俄罗斯在境外发行的债券售价远低
于面值，显示投资者认为可能发生违约。

彭博社认为，目前看，这次违约几乎
只是“象征性”，与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关

系也不大。宽限期26日结束后，市场关
注点将转向投资者下一步动作。

彭博社解释，债券持有人无需立即
采取行动，可以选择观望俄乌局势变
化，期待西方最终放松对俄制裁。债券
文件显示，支付日期过后三年内，债权
人有权追讨。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
内登英说：“大多数债券持有人将持观
望态度。”

《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俄罗斯有
钱支付也愿意偿债，如果债权人宣布其
违约，预计会遭遇特殊的法律挑战。债
券持有人可以宣布违约，俄罗斯也可以
声称偿还义务已经履行。与大多数主权
债券不同的是，俄方没有具体规定外债
争端的官司在哪里打。一些律师说，可
能会在英国或美国法院。这类诉讼可能
会持续数年。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西方制裁或致俄罗斯
百年来首次外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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