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世界新闻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杨千懿 检校：招志云 苏建强B04 综合

■■■■■ ■■■■■ ■■■■■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55分 印完：5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6月29日，在以色列议会，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美国得州货车惨案
死亡人数升至53人
4名涉案者被起诉

新华社休斯敦6月30日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
贝尔县法医处6月29日表示，6月27日在圣安东
尼奥市一辆被弃闷热大货车内发现的移民死亡人
数升至53人，包括40名男性和13名女性。

美国司法部6月29日发表声明说，已有4名
涉案者被起诉，其中，来自得州的45岁大货车司
机和一名28岁男子被控参与人口走私并导致移
民死亡。据美媒报道，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可能面
临终身监禁或死刑。

韩国三星电子
开始量产3纳米芯片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6月30日宣布，已开始量
产3纳米芯片。

3 纳米芯片基于全环绕栅级（Gate-All-
Around）技术。三星电子说，相对于其5纳米芯
片，初代3纳米芯片可减少45%的能耗，提升23%
的性能并减少16%的面积。全环绕栅级技术可最
终减少多达50%的能耗，提升30%的性能并减少
35%的面积。作为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三
星电子说，其 2纳米芯片仍在研发初期，计划
2025年量产。

全球最大芯片代工企业中国台湾积体电路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说，将于今年下半年开
始量产3纳米芯片。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此次北约峰会还邀请亚太地区的非北
约成员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四国出席会议。据报道，北约希望与这四
国协调对俄立场，还想拉拢四国共同打压围
堵中国。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北约多次公开表示，
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定位没有变化，防区
不会突破北大西洋，也不寻求到其他地区扩
员，但其近年来频频将触角伸到亚太地区，妄
图复制在欧洲搞对抗的“冷战剧本”，搞乱亚
太地区。

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认为，北约扩张并
在亚洲加强存在将使北约成员国与其他国家
的关系更加艰难，这些国家不认为中国与俄
罗斯是敌人或对手，不想在中俄与西方国家
之间站队。“北约将触角伸向全球将制造一个
分裂的世界。”

前韩国汉阳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心研究
教授权起植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
说，美国图谋将亚太地区盟国与北约捆绑在
一起，以弥补自身在亚太地区军事影响力的
短板。亚太国家应高度警惕美国利用北约划
分阵营、激化地区矛盾冲突的危险企图。

（新华社马德里6月30日电 记者张章
付一鸣 冯俊伟）

战略概念是指导北约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
的新战略概念》。此后，北约多次更新战
略概念。

根据《北约2022战略概念》，北约在未来
十年有三大核心任务——威慑和防御、危机
预防与管理、合作安全，将俄罗斯称为北约成
员国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稳定的“最
大且直接的威胁”，还妄称中国对北约构成

“系统性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冷战结束至今，北约仍未

改变制造“敌人”、搞阵营对抗的思维和做法，
口口声声说别国是威胁、挑战，实际上在世界
各地煽风点火、制造麻烦，甚至动辄武力威
胁，给世界安全带来最大危害的恰恰是北约
自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29
日向媒体表示，“是北约对俄罗斯构成威
胁”，俄方谴责北约不负责任且破坏欧洲安
全架构的政策。

英国“争取核裁军运动”负责人凯特·赫德
森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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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阵营对抗终损人害己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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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
员国一致同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在冷战后五次东扩，不
仅没有让欧洲更安全，而且埋下冲突的种子。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
陆地边界长度将几乎增加一倍，俄罗斯在波罗
的海地区和北极地区将被北约国家包围，原本
复杂动荡的地区局势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安
全风险陡增。

连日来，全球多地民众和有识之士对北约
这一冷战遗孽及其不断突破势力范围提出质疑
和批评。从西班牙到美国多地再到线上跨国联
动，一场又一场抗议活动“隔空接力”，谴责北约
危害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

克罗地亚政治分析家普霍夫斯基日前在
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北约扩张不是其声
称的为了捍卫所谓西方民主、人权和价值观，
而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根本动机和目的是包
围俄罗斯。

瑞典和平与未来研究跨国基金会主任奥贝
里指出，欧洲和整个世界现在处于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危险的境地，北约应为其无限扩张导
致的潜在冲突负责。

疯狂扩张埋冲突种子 乱伸触角欲搞乱亚太

新战略文件暴露北约好战本性
称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
6月29日在西班牙马德里
峰会上批准《北约2022战
略概念》，称俄罗斯是北约
“最大且直接的威胁”，中
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
战”。北约正式向芬兰和
瑞典发出入约邀请，此次
峰会还邀请了亚太地区的
四个非北约成员国参会。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
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
联盟，美国主导的北约始
终固守冷战思维，其以往
以及此次峰会上的所作所
为，特别是所谓“战略概念
文件”充斥对抗、零和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给世界
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充分暴露北约四处煽风点
火、搅乱世界的好战本性。

新华社耶路撒冷 6 月 30 日电
（记者王卓伦 尚昊）以色列议会6月
30日宣布议会全会最终通过解散议
会的法案。总理贝内特提前卸任，候
任总理、外长拉皮德于7月1日起担
任看守总理。两人当日举行了简短
的交接仪式。

以色列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议
会全会以9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
最终通过解散议会的法案，新一届议
会选举将于11月1日举行。即将到
来的选举是以色列不到四年内举行的
第五次议会选举。

贝内特6月29日晚发表声明说，
他不参加新一届议会选举，本届议会
解散后他将卸任总理，由拉皮德担任
看守总理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贝内
特还表示，内政部长沙凯德将接替他
成为统一右翼联盟的领导人。

贝内特领导的执政联盟由8个政
党组成，原先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
会中占据61席。今年4月以来，由于
两名议员相继退出执政联盟，执政联
盟议席减至59席。面对执政联盟因
失去议会多数席位而在立法方面举步
维艰的形势，贝内特与拉皮德6月20

日决定提交解散议会的法案。该法案
于22日议会首轮投票中通过，6月29
日凌晨通过第一轮复投，6月30日在
第二、第三轮复投中最终通过。

2019年4月至2021年3月，以色
列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2021年 6
月，本届议会最终通过第二大党“拥有
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提出的组阁方
案，终结了以色列前任总理、右翼政党
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连续12
年的执政历史。根据组阁方案，总理
由贝内特担任，拉皮德任候任总理、外
长，两人在约两年后轮换总理职位。

以色列通过解散议会法案 总理贝内特卸任

6月29日，人们聚集在位于法国巴黎司法宫
的法庭外。

法国巴黎特别重罪法庭6月29日判处2015
年巴黎系列恐袭案主犯之一萨拉赫·阿卜杜勒-萨
拉姆终身监禁。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11区
的巴塔克兰剧院、巴黎多家餐馆、巴黎北郊的法兰
西体育场附近等地发生多起枪击和爆炸事件，造
成13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
主犯被判终身监禁

遗失声明
海南龙慧康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张瑜）法人章，声
明作废。

●班苑纯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
园二期15幢住宅楼2710号房产
证，证号：琼〔2021〕乐东县不动产
权第0004007号，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良史村委会第十
组村民陈泽奋（身份证号码：
460026197006240314）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
营权证编码：469022100203100
024J，现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良史村委会第十
一组村民刘秀荣（身份证号码：
460026194906170063）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
营权证编码：469022100203110
015J，现声明作废。
●梁亚军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提蒙乡提蒙村委会提蒙村八
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
4690282002080013J，特此声明。
●杨安北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北斗西路12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1596号，声明作废。
●陳德文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北斗里茂田坡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4481
号，声明作废。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046001900104，发票号
码：33830470，声明作废。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046001900104，发票号
码：33830469，声明作废。
●海南万佳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7271挂（黄）的道路运输证正、副
本 ，证 号 ：琼 交 运 营 洋 浦 字
462000062806号，现声明作废。
●杨国华遗失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G11栋 1705 房的购房合
同，合同编号：CML000102202，
声明作废。
●刘震宇（于2022年 6月 28日）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3198510101511，特此声明。

催收公告
远 洋 华 墅 A107、A109、B808、
C706、B211、B1215业主/物业使
用人：我司（远洋亿家物业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受开发商
海南浙江椰香村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委托，于2017年1月1日正式进
驻远洋华墅项目（项目地址：海南
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盈滨半
岛永庆大道远洋华墅2号会所），
全面进行前期物业服务工作。特
以公告方式向你们催收物业费。
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付清所有物业费。如需沟通，请与
我司联系（远洋华墅物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898-32886267）。
远洋亿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澄迈分公司

●文诗伟遗失海口翔飞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云常律师事务所张译丹律
师，于2022年6月24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14602202111394442，
流水号：11329170，声明作废。
●那娟、李晓杰不慎将存量房买卖
合同及房屋交易和产权状况确认
书（转让）遗失，网签合同编号：
海-定-201804121281，特此声明
作废。
●陈迎秋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新村镇清水湾国际旅游度假区C
区悦海苑7号楼1102号房不动产
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45532号，特此声明。
●三亚李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万宁陈氏汽车配件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65839097095，声明作废。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遗失机打电子版空
白收费收据一份，票据号码：No:
20200206694，声明作废。
●王澄义遗失琼C5B868中型自
卸货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澄迈字
469023060915号，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镇兰河村委会兰中
村民小组遗失临高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临城信用社的开户许可证
原件，核准号：J6410014757701，
账号：1007111200000176，声明
作废。
●海南大骆驼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车牌号为琼B33620的车辆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交
运管三亚字460200064175号，声
明作废。
●昌江石碌爱尚百货卖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69031MA5T
3P8164）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刘禹宏不慎遗失新闻记者证，证
号为：G46000166000562，声明作
废。

公告
福建省土木建筑开发总公司海南
公司驻白沙分公司于1998年6月
30日承建原白沙县工商局住宅楼
（集资）工程土建施工项目，但贵公
司至今未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工程
结算等事宜。请贵公司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天内到白沙黎族自
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关事
宜。
白沙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6月27日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南国际旅行卫生
保健中心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单位
比选项目。二、采购内容：概念设
计方案，详见：海口海关门户网站
http://haikou.customs.gov.cn。
三 、联 系 人 ：文 女 士 0898-
68516845。四、报名时间：2022
年7月1日～7月7日。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海关智慧监管
技术业务用房方案设计单位比选
项目。二、采购内容：概念设计方
案，详见：海口海关门户网站
http://haikou.customs.gov.cn。
三 、联 系 人 ：文 女 士 0898-
68516845。四、报名时间：2022
年7月1日～7月7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于2022年6月28日《海

南日报》A11版及相关网站发布的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2〕13号）

挂牌活动因故延期。缴纳保证金

及办理挂牌报名手续截止时间延

至2022年7月29日17时00分，竞

买资格确认时间延至2022年7月

29日17时30分，挂牌活动时间延

至2022年8月2日9时00分，其他

公告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公告
琼山市建筑工程公司于 1996 年

12月 22日与原白沙黎族自治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签订建筑安装

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由贵公司

承建白沙县牙叉农贸市场，但贵

公司至今未提交相关材料办理

工程结算等事宜。请贵公司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到白沙

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相关事宜。

白沙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6月27日

公告
海口丰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于2003年3月29日与原海南省白

沙工商行政管理局签订帮溪工商

所办公楼装修合同，约定由贵公司

对白沙县帮溪工商所办公楼进行

装修，但贵公司至今未提交相关材

料办理财务竣工决算等事宜。请

贵公司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天

内到白沙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相关事宜。

白沙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6月27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生约
有10天，2022年6月14
日在西线高速公路儋州
中和立交桥护栏处被捡
拾。女婴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
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
安 置 。（ 联 系 人 ：唐 先 生
19989891331）

儋州市民政局
2022年7月1日

声明
请在本小组空地（四至东：福安村
公庙，南：福安路48号，西：福安
路，北：福安东村路），场地内车辆
车主于2022年7月15日前将车辆
驶离，如未按期驶离，届时将联合
相关部门对未按通知驶离的车辆
依法进行拖移，拖移车辆产生的费
用由车主承担，特此声明。
福安东村民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

海口海关红城湖院区临街铺面

公开招租
铺址：海口市红城湖路221号，详见
http://haikou.customs.gov.cn，
联系人：苏女士13876389952

通知
谢 晓 兵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132421198001270215。 现 因 办
理你的女儿梁思语送与梁景平收
养手续的需要，请你见报后于2022
年7月5日前到海南省儋州市民政
局协助办理，或与梁雪冰女士联系
办理，联系电话：17384905521。
逾期未到协助办理将视为同意送
养。 通知人：梁雪冰

减资公告
海南袋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

D8K6D）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552万元减少至5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符小姐，0898-66718916。

遗失声明
海口昌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鸿顺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JC
1Y3C）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和（李财）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赵玉霞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龙沐湾商业
一条街太阳城C区1#1段 403号
房的交房收款流程表交接单收据
一张，票据号：0001408，金额：
17756元，声明作废。
●霍瑾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B8栋
906号房的交房收款流程表交接
单收据一张，票据号：0001463，金
额：15951元，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不慎遗失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核
准号：Z6410000541803，声明作
废。
●智晟源（海南自贸区）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光大
银行国兴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40339601，账号：
39350188000159965，声明作废。
●文防安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
码：460006198208032379，特此
声明。
●洋浦久益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30MA5TJC
5Y9K）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李
财）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新北社区股份经
济合作社遗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八所信用社基本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8101201，声明作废。
●海南元合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L0F53T）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吕挺积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龙舌坡364号的房产权证原件，声
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商铺招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万象天起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洪春芳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
76号），并定于2022年8月23日
下午3时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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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
区椰海大道2-1号，琼山区社保大
楼三楼，椰海大道和椰合路交叉口
处双创广场内，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仲裁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以及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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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2年7月1日

公告
陈柏林：
本委受理的你与万宁市三农科技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
案字〔2022〕第57号），现已作出决
定书（海琼劳人仲决字〔2022〕第
16号）。因你拒收，限你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地址：海口市
琼山区椰海大道2-1号，琼山区社
保大楼三楼，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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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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