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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还讨论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
恢复经济和供应链改革、应对疫情等议题。有批评人士指
出，乌克兰局势占据了此次峰会主要议题，峰会直到第二天
才讨论了原本列在优先事项的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威胁。

关注气候变化的国际组织“统一行动”德国分部负责人斯
蒂芬·埃克索-克莱彻尔说，新冠疫情、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等
是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七国集团愿意为此进行讨论的
时间只有短短90分钟，这就是一个“糟糕的笑话”。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七国集团研究中心教授约翰·柯顿在峰会
现场告诉新华社记者，七国未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重要行动是本
次峰会“很可能的一个失败”。

还有不少人士批评说，七国集团这个“富国小圈子”不
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在制造问题，甚至“他们就是问题的一
部分”。本次峰会期间，会场外爆发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
七国集团“不要搞小团体”，切实履行责任，积极解决气候变
化、饥饿等问题。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塞维姆·达代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西方对俄制裁使得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困难，导致
了粮食短缺。对俄能源领域制裁让德国等一些国家的企业和
民众遭受巨大伤害，西方现在要解决的是自己制造的问题。

达代伦说，七国集团自认为代表世界，试图向世界发号
施令，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不能代表国际社
会。事实上，应对饥饿、气候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
重要问题需要全球合作。

（新华社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6月28日电 记者任
珂 李超 林浩）

七国集团峰会在批评声中闭幕

G7难题一箩筐 搞“小圈子”难解现实困境

为期三天的七国
集团（G7）峰会 28日
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
州加米施-帕滕基兴闭
幕。一心展现“团结”
的峰会遇场外尴尬，近
千名抗议者举行示威
活动，不少人士对其行
径予以批评。

分析人士指出，七
国集团这个“富国俱乐
部”并不能代表世界上
广大国家，无法解决全
球现实困境，其单方制
裁等行为反而给世界
造成诸多问题，应对全
球性挑战唯有依靠国
际大家庭协力合作。

乌克兰局势是此次峰会一个焦点。乌总
统泽连斯基受邀于27日通过视频方式参加
七国集团工作会议。七国当天发表联合声
明，声称要结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采取行
动减少俄黄金收入，进一步限制俄获得关键
的工业投资、服务及西方技术，尤其是可用于
军事目的的技术等。不过，在美国极力推动
和热炒的对俄罗斯石油施加价格上限这一计
划上，七国并未讨论出方案。

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制裁导致国际油
价大幅上涨。由于全球石油运输船舶的保
险业主要由英国控制，七国集团希望通过将
油价与保险服务挂钩的方式，向全球强加俄
石油价格上限，以此阻止俄方从油价上涨中
获益。

但在这一问题上，七国集团并未给出一
致方案。联合声明称，七国将考虑一系列方
法与国际合作伙伴协商，以使俄无法在全球
范围通过海运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除非石
油购买价低于或等于“商定的价格”。德国总
理朔尔茨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这一计划“非
常雄心勃勃”，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分析人士指出，七国集团希望发出团结
一致的信号，加大对俄施压，但显然各有各的
利益盘算。日本《每日新闻》说，七国集团内
部在应对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开始凸显。

此次峰会的主办国德国还邀
请了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
南非和塞内加尔这五个发展中国
家领导人参会。塞内加尔是非盟
轮值主席国，其他四国均是各自
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

朔尔茨在峰会前表示，希望
与这些嘉宾国讨论乌克兰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七国集团希望说
服这些发展中国家站在西方阵营
一边参与对俄制裁，但无论是施
压还是拉拢，都并不奏效。

七国与五个嘉宾国领导人在
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虽声称
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但没有提及乌克兰问题。而被西
方视为民主国家阵营一员的印度，
面对美国施压，仍然加量从俄以优
惠价购买石油，还转售给西方国
家，引发美国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七国集团意
图通过打“价值观”牌拉拢发展
中国家。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与西方大相径庭，不会为
了追随西方而牺牲自己的国家
利益。

6月2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行人经过
一处外汇兑换点的汇率显示屏。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和欧元汇率28日继续走
强，达到7年来最高水平。根据莫斯科证券交易所
数据，截至28日收盘时，卢布兑美元汇率为51.8
比1，为2015年5月以来最高点；卢布兑欧元汇率
为54.55比1，为2015年4月以来最高点。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 摄

遗失声明
临高县皇桐中学遗失临高农商银

行皇桐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875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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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事劳动保障

局工会委员会遗失法人章（法人：

李昌蕃，编码 46900300006074）

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定安一诺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玉春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仲村委会南仲（五）队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20456

号，编号：B460801903360，现声

明作废。

●符政丁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打

安镇打安村委会保尔村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证字〔2018〕第002525

号，编号：B460801907787，现声

明作废。

●蓝亚跃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七

坊镇查英村委会查英二队林权证，

证 号 ：白 府 林 证 字〔2018〕第

004046，编号：B460819122493，

现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海南新亚太置业有限公司：
您司于2013年11月1日与国家海
洋局海口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以
下简称中心站）签订《海口渔人码
头人工岛工程技术服务合同》，合
同额为￥890000.00元，至今尚欠
中心站技术服务费用￥534000.00
元。鉴此，望您司于本函刊登之日
起七日内履行付款义务，否则产生
的一切法律后果及带来的名誉损
失将由您司承担。
特此函告。
国家海洋局海口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站

2022年6月29日

●东方市军话民歌协会遗失东方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示范路分社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7044001，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李新桦货物运输部遗

失车牌号F08712车的道路运输证

一本，证号：琼交运管儋州字

460400064493号，声明作废。

● 陈 英 强 （ 身 份 证 ：

460031196701205613）遗失昌江

黎族自治县集体土地使用证，昌集

用〔2010〕第昌化1385号，特此声

明。

●海南嗒嗒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正本，

证号：460200201977，车牌号：琼

BD00073，现声明作废。

●李经洲于2022年6月11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460002199403094

419，特此声明。

●陵水鑫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 陈 锦 涛 （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9206136613），不慎遗

失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

户(城中村）改造区项目集中购买

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协议一份，档

案号：1-276，现场编号：A276，特

此声明。

● 陈 锦 涛 （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9206136613），不慎遗失

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户

（城中村）改造区项目房屋征收货

币化安置协议一份，档案号：1-

276，现场编号：A276，特此声明。

● 李 彬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724199103215820）遗失准予

迁入证明，迁证号：琼01302383，

特此声明。

●卓爱劲遗失海口市美苑路盛达景

景都三期一区1#楼14层1403房

的业主购买车位（T-021号）的收

据 ，（收 据 号 ：2633245，金 额

136000元）和（T-081号）确认单，

（编号：0021），声明作废。

●何良禄不慎遗失勋亭路7号之

一铺面合同保证金收据，金额：

1560 元，编号：0419381，声明作

废。

●昌江七叉恒源生态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31MA5TB63X8T）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催收公告
海南乐东鑫亿和发展有限公司：

您司于2018年4月28日与国家海

洋局海口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以

下简称中心站）签订《工程结算协

议书（海南亿和香港城项目海洋生

态环境现状调查）》，合同额为

￥768800.00元，至今尚欠中心站

技术服务费用￥768800.00 元。

鉴此，望您司于本函刊登之日起七

日内履行付款义务，否则产生的一

切法律后果及带来的名誉损失将

由您司承担。

特此函告。

国家海洋局海口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站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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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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

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
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临高县境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竞买：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拖欠土地出
让金的。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地拟作为装配式建筑产业项目使用，出让地块须统

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要求。

（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
内与临高县工业和信息服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管理
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四）土地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年度
产值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达产时间为
土地合同签订后4年内。

四、本次挂牌出让按照不低于底价且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2年7月4日至2022年7月29日到临高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
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2年7月29日17:00（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2年7
月29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22年7
月22日8:30至2022年8月2日10:00。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
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508955059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30日

地块编号

金牌港 JP2022-
25号地块

土地位置

临高县金
牌港园区

土地面积（m2）

51039

用地规划性质

工业
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0.8≤R≤2.0
建筑系数

≥4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60m
起始价（万元）

162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00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自然资告字〔2022〕12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关于使用云岭国有土地公告
根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委托龙塘镇政府发包云岭土

地有关问题的批复》（定府函〔2000〕45号）、《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
龙塘镇云岭土地权属问题的决定》（定府〔2000〕116号）之规定，现
将使用云岭国有土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范围：该国有土地位于定安县龙河镇云岭，面积
1185.47亩（具体范围以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场设立的界
桩为准）。

二、现状调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现状
调查的内容包括土地的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属、种类、
数量等信息。

三、其他事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上述公告的土地范围内新种植作物和抢建建筑物、构筑物等，如
有上述行为的，一律不予补偿。特此公告，公告期为15个工作日。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30日

招领公告
2021年4月19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

渔业行政执法大队，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举报信息，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伯明顿酒店“非你不可”书局内查获一批珊瑚及砗磲制
品，一直未能查找到所有人，现特予以公告。请物品所有人在公
告一年内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大队认领，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归国家所
有。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兴宁 联系电话：13976258669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海洋和渔业行政

执法大队办公楼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6月29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关于柴油机动车辆补缴通行附加费的通告
尊敬的广大车主：

依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条

规定：“本经济特区对使用柴油的机动车辆征收机动车辆通行附加

费。”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省、市、

县、自治县交通规费征稽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

征收管理工作，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征缴情况实施稽查，查处偷

漏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等行为。”

根据征稽机构掌握的车辆数据信息，部分柴油机动车辆已欠缴

通行附加费，征稽机构将依法采取短信、电话、信函、上门、发律师函

及媒体公告等措施对柴油机动车辆开展催缴工作。

请欠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车主及时履行缴费义务，到各市

县征稽机构补缴所欠通行附加费。对不履行缴费义务的，征稽机构

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告知。

附：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各市、县分局咨询电话：（区号0898）

海口分局：66565923 港口分局：66126108 琼山分局：65988812

稽 查 局：66126119 文昌分局：63286191 琼海分局：62935030

万宁分局：62223597 陵水分局：83327380 三亚分局：88868061

定安分局：63822157 屯昌分局：67812331 五指山分局：86622290

琼中分局：86238118 保亭分局：83668415 澄迈分局：67622737

临高分局：28285209 儋州分局：23882020 白沙分局：27722738

昌江分局：26651857 东方分局：25595818 乐东分局：85523373

洋浦分局：2881680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2022年6月30日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温馨）针对近日七国集团在其峰会公
报中攻击抹黑中国一事，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29日表示，这充分说明，七
国集团无意在平等尊重基础上开展
对话合作，而是抱守冷战思维，坚持
意识形态偏见，基于“小圈子”利益搞

“集团政治”。中方敦促七国集团停
止人为制造对立和分裂，停止以任何
形式攻击抹黑中国，停止以任何形式
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6
月28日，第48届七国集团峰会发表
公报，14处提及中国，对香港、新疆、

人权、东海、南海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等说三道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上个月七国集团外长
会发表涉华负面公报，中方当即予以
明确回应。然而七国集团罔顾中方
严正立场和坚决反对，再次利用峰会
公报鼓吹“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攻击抹黑中国，煽
动对抗情绪。“这充分说明，七国集
团无意在平等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
合作，而是抱守冷战思维，坚持意识
形态偏见，基于‘小圈子’利益搞‘集
团政治’。”

赵立坚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回归25年来，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
障。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治理香港。

“这几个国家自身人权劣迹斑
斑，没有任何资格充当人权‘教师
爷’，更无权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
政的政治工具，他们借炒作涉疆、涉
藏等议题攻击抹黑中国，只会让世人
更加看清他们的霸权本质和虚伪面
目。”赵立坚说。

赵立坚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台湾当局推行“台独”分裂活动、

美西方个别国家企图“以台制华”，这
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
胁。中国有权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他说，中国一贯模范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原则，是世界和平发展、地
区安全稳定的坚定维护者，这与美国
到处发动战争、动辄实施非法单边制
裁形成鲜明对比。

赵立坚说，七国集团成员享受全
球化发展红利最多，本应对推进全球
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解决全球经
济金融难题承担特殊责任。然而，在
国际社会处于抗疫和经济复苏的关

键时期，七国集团非但不致力于团结
合作，反而热衷于制造分裂对抗，毫
无责任和道义可言。“我还必须指出
的是，七国集团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
的十分之一左右，没有资格代表全世
界，更没有资格把自身价值和标准作
为国际通用价值和标准。”

“中方敦促七国集团切实承担
起应尽的责任，履行应尽的国际义
务，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停止搞双
重甚至多重标准，停止人为制造对
立和分裂，停止以任何形式攻击抹
黑中国，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
内政！”他说。

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峰会涉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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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峰会在争议声中召开
据新华社马德里6月29日电（记者杜鹃 冯

俊伟）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29日在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开幕。连日来，全球多地民众和有识之士对
北约这一冷战产物及其不断突破性质和势力范围
提出质疑和批评。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首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同意采取一
系列措施，以改造和强化这一联盟。他说，为应对
新的安全现实，北约将加强前沿部署，强化在北约
东翼的武装力量，将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增
加到30万人以上。此外，北约还决定向乌克兰提
供一揽子“增强综合援助”方案。

此外，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成员国一致同
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北约领导人还批准了一份指导这一军事组织
未来十年的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
直接的威胁”。

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29日早些时候
说，北约扩张给国际事务制造不稳定因素。此次
北约峰会确认并巩固了该集团积极遏制俄罗斯的
政策。

连日来，多国有识之士指出，北约本是冷战遗
物，非但没有随冷战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
反而不断实现性质和势力范围的“突破”。北约前
秘书长索拉纳认为，北约将触角伸向全球将制造
一个分裂的世界。

英国“争取核裁军运动”负责人凯特·赫德森
表示，自1999年以来，北约的每一个战略概念都
涉及进一步扩大这个拥有核武器的集团，大笔资
金投入到武器研发和采购中，“继续这样做不负责
任，只会增加全球安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