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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
5日指责伊朗在与美方的间接谈判中

“临时加码”。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
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批评美国坚持
其“单方面要求”。

在欧洲联盟协调下，伊朗和美国
上月底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恢复履行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举行为期两天的
间接谈判，依旧没有取得突破。

马利5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
台采访时把责任推给伊朗。他说：“伊朗

在之前的谈判中，包括在多哈的谈判中，
加了条件。我认为，任何人看到都会觉
得与伊核协议没有一丁点关系。”

马利没有说明伊朗方面额外提了
哪些条件，只是说“他们以前也提过”，
美国和欧盟不同意这些内容出现在伊
核谈判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
5日说，伊朗近期屡次提出超出伊核
协议范围的额外要求，“不幸的是，我
们在多哈又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这表

明伊朗“不够认真、不守承诺”。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5日与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
博雷利通话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
道：“协议只有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达成。我们依然愿
意就一份有力且持久的协议展开谈
判。美国必须决定究竟是想要协议，
还是想坚持其单方面要求。”

博雷利敦促伊朗和美国抓紧时
机，称“达成协议的窗口正在关闭”。

他说：“如果我们想达成协议，必须现
在作出决定。（达成协议）还有希望，不
过挽救伊核协议的政治空间可能很快
会变窄。”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
采取措施“可逆”。

2021年4月起，伊朗与伊核协议
其他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多轮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
题。伊朗以美国退出协议为由，拒绝
与美方面对面谈。美方代表团在维也
纳以传话方式与伊方间接谈判。

谈判今年3月暂停。美伊双方僵
持问题之一围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伊方要求美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但
美方拒绝。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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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指伊朗加条件 伊朗批美国搞单边
普京签署总统令禁止居民
将股息外汇收入转入境外账户

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记者黄河）俄罗
斯总统普京5日签署总统令，禁止俄居民将以股
息形式获得的外汇收入转移到境外账户。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文件，上述法令
规定，俄政府外资监管委员会有权限制居民将外
汇转入其境外账户，以及在无银行账户情况下使
用外方提供的电子支付方式转账。

该法令还对俄偿付欧洲债务作出新规定。法
令说，俄罗斯企业可通过向欧洲债券债权人配售
条件类似（包括期限和收益率）债券的方式履行债
务约定。

法令明确，对欧洲债券负有义务的俄法人实
体有义务通过以俄央行董事会确定的方式偿债并
履行对欧洲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法令规定，若银团贷款协议（或此类贷款担保
协议）当事方为不友好国家的支付代理人，作为此
类协议债务人的俄法人实体可绕过这些支付代理
人，以卢布或其他议定货币履行协议规定的对居
民债权人的债务义务。

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说，该法令自正式公布
之日起生效。俄央行将就该法令的适用范围发布
官方解释说明。

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去世
原定本月底卸任

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基亚里7
月6日证实，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尼
日利亚人巴尔金多5日去世，享年63岁。巴尔金
多1959年4月出生于阿达马瓦州，2016年起担
任欧佩克秘书长一职，原定7月31日结束任期。

2021年10月14日，巴尔金多在俄罗斯莫斯
科出席会议（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英国媒体分析，财政大臣和卫生大
臣去职必将重创约翰逊政府，因为这两
个职位目前负责处理英国国内最要紧
的事务，即生活成本上涨和新冠疫情。

利物浦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恩·汤
奇告诉新华社记者，如果再有内阁大
臣请辞，约翰逊政府恐怕“撑不住”，

“无论如何，约翰逊的政治信誉已毁”。
约翰逊5日晚些时候分别任命兰

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兼内阁办公厅大臣
史蒂夫·巴克利接任卫生大臣、教育大
臣纳齐姆·扎哈维接任财政大臣。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教
授伊恩·贝格5日晚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约翰逊被迫短时间内改组
内阁，他的领导力受到“极大削弱”。
苏纳克和贾维德“被许多人认为属于
内阁中最有能力的人……两名大臣和
其他一些职位相对较低的官员去职无
疑加大了约翰逊的辞职压力”。

杜鹃 许凤（新华社专特稿）

两名重量级阁员辞职 约翰逊政府再受重创
因对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的领导失去信心，英
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
德和财政大臣里希·苏纳
克5日相继辞职。而在
两人宣布辞职前，约翰逊
为任命行为不端的克里
斯托弗·平彻为保守党副
党鞭公开道歉。舆论普
遍认为，由于财政大臣、
卫生大臣系内阁要职，苏
纳克、贾维德的辞职将对
约翰逊政府构成重创。

5日下午，贾维德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传写给首相约翰逊的辞呈。“保守
党可能不是一直都受欢迎，但我们有
能力从国家利益出发行事。可悲的
是，目前情况下，公众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保守党）两者都不是。上月的不
信任投票表明，我们的许多同事也认
同这一观点。”

贾维德在辞呈中告诉约翰逊：“遗

憾地说，我很清楚，在你的领导下，这
种情况不会改变，我因而对你也失去
了信心。”

此前，约翰逊已因“聚会门”丑闻
而在执政党保守党内部面临辞职压
力。6月上旬，约翰逊在议会下院保
守党议员对他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
关，得以留任保守党党首和英国首
相。不过，超过40%的保守党下院议

员在那次投票中投下不信任票。
贾维德宣布辞职后不久，苏纳克

也公开了辞职决定。他在辞呈中写
道，公众理所应当期待政府“妥善、称
职、严肃”工作。

苏纳克说，他意识到这可能是自
己最后一次出任政府大臣，尽管如此，

“在我看来，这些标准值得坚持，这也
正是我辞职的原因”。

在贾维德和苏纳克决定辞职前，
约翰逊为任命行为不端的平彻为保守
党副党鞭而公开道歉。

约翰逊2月任命平彻为副党鞭。
平彻因被曝光行为不端于6月30日辞
职，后续被曝出更多不端行为，引发舆
论质疑约翰逊明知其品行仍委以重任。

首相府最初表示，约翰逊任命平
彻前不知晓有关他行为不端的具体举

报。不过，首相府发言人4日改口，称
约翰逊知晓一些针对平彻的指认，但
那些指认所涉事件要么已经解决，要
么没有发展为正式控告。

反对党工党党首基尔·斯塔默5
日说：“在所有肮脏、丑闻和失败发生
后，显而易见，这个政府正在崩溃。保
守党内阁大臣们早就知道首相的为
人。”

斯塔默说，政府大臣放任约翰逊
让首相府蒙羞、让国家失望，“他们是
同谋。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良知，几个
月前就该下台。只有真正的政府变革
才能给英国带来新起点”。

自由民主党领袖埃德·戴维在推
特上写道：“建立在谎言和欺骗之上的

‘纸牌屋’即将倒塌。现在就走人吧。
你们败坏国家的名声已经够久。”

不满领导 以辞抗议

任人不当 首相道歉

临时换将 政府受创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

发现新的
奇特粒子结构

据新华社巴黎7月6日电（记者
陈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5日宣布，该
机构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
底夸克探测器（LHCb）合作组发现了
新的奇特粒子结构，包括一种首次发
现的五夸克态粒子和有史以来观察到
的第一对四夸克态粒子。

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报
介绍，夸克是一种基本粒子，是构成物
质的基本单元。已知夸克有6种，分
别称为上、下、奇、粲、顶和底夸克。通
常情况下，2个或3个夸克结合在一起
可以形成强子，而强子是一种亚原子
粒子，如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都
是由3个夸克组成的强子。

公报说，新发现的一种奇特强子
是由粲、反粲、上、下和奇夸克组成的
五夸克态粒子。科学家在分析带负电
荷的B介子衰变过程中观察到这种奇
特粒子，它是迄今已知的第一种含有
奇夸克的五夸克态粒子。

另一项新发现是一对四夸克态粒
子，其中包含一种由粲、反奇、上和反下
夸克组成的带双电荷的新型四夸克态粒
子。科学家发现这种新型四夸克态粒子
和它对应的中性粒子同时出现。发现
这两种四夸克态粒子的统计学置信度
也分别超过粒子物理学界定标准，意味
着人类首次观察到一对四夸克态粒子。

7月 6日，新任命的财
政大臣扎哈维走在伦敦街
头。 新华社/路透

遗失声明
海南努力做大做强文化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8MA5

U1J1FXG，声明作废。

●张爱民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D栋1117房，现遗失该房

屋的购房合同及购房款收据，合同

编号：CML000107834，收据编

号:NO 0068249、NO 9817826，

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良史村委会第十

组村民陈廷著（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808100351）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 证 编 码:

469022100203100014J，现声明

作废。

●海南捷盛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琼海市龙江蓝山幼儿园遗失琼

海市加积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8739001，

声明作废。

●高清雄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 林 权 证 ，林 权 证 编 号 为 ：

B460801730617，现声明作废。

●白沙县牙叉信用社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白国用〔1993〕字第116号，

现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海口海事法院党组

印章破损无法正常使用，声明作

废。

●海南鹏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J8P0R）（叶朝

应）法人章破损变形，声明作废。

●黄赞松、黄钻柏不慎遗失位于海

口市美兰区田上村宅基地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集用〔2010〕第

000790号，声明作废。

●吴钟书遗失琼海市中原镇书斋

村民委员会书斋三村民小组发包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同编

号：469002103212060014J，声明

作废。

●苏太儿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新龙镇龙佑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11456号，

声明作废。

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与

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

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

http://hnsthb.hainan.gov.cn:

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

ex.jsp；公众调查范围：受本项目

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

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

人。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等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

反映给建设/环评单位。建设单位：

赵经理13876932089；评价单位：林

工15008970690；有效期自公示之

日起至2022年7月18日。

公 示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男生宿舍热

水供应系统建设项目》确定的设计

单位是：中祥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是：河南省君利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预算编制单位是：陕西

中潮博雅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预算审核单位是：中岐能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结算审核单位是：

海南海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公

示期限：2022年7月7日至7月12

日。投诉电话：23888070，联系

人：王老师。

● 卓 爱 劲 （ 身 份 证 号:

46000619580910045X）遗 失 盛

达景都三期一区1-4号楼安置房

业主地下停车位选购确认单，编

号：SDJD-0021，声明作废。

●海口市第三十一小学公章壹枚，

因日久变形，声明作废。

●符日科（配偶李初逢）不慎遗失

坐落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建

设东路21号5栋106房的房权证，

证号：房权证昌房字第02734号，

声明作废。

●黄卉律师于2022年7月1日遗

失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0821667001，流 水 号 ：

11251034，现声明作废。

●林燕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开具的江南乐

居A3-105、A4-101、102、103房

押金收据一张，票据号：NO：

01136783，金额：40000元；江南

乐居B5-101、B6-101、102、103、

105、106、107、108、109、110房保

证金收据一张，票据号：NO：

01136799，金额：50000元，声明

作废。

●儋州海岛星光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洋浦港海关职工食堂食材配送

供应服务项目候选人公示
第一候选单位：海南食安万商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下浮率25%；第

二候选单位：海南物丰实业有限公

司，下浮率15%；第三候选单位：洋

浦鲜鲜一篮食品有限公司，中标

价：下浮率3%。公示期：本公示发

布之日起3日内。如有质疑（或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采购人提

出。采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浦

港海关，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远

洋路25号，联系人：张女士，电话：

0898-23792616。监督单位：海

口海关监察室，投诉电话：0898-

66188110。

洋浦港海关

2022年7月6日

认婴公告
女婴，现年14岁，于2008年10月

28日在海南省东方市四更镇往八

所方向那吉田路段捡拾，该弃婴无

明显特征，现登报寻找女婴生父

母，请于公告刊登之日起60天内

持有效身份证件前来认领，电话：

13902231522钟先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与保港组团跨
宁远河连通通道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详见
http://hnsthb.hainan.gov.cn:8
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
x.jsp，鄢工：0898-88225370。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亚市崖州区砂材加工场项目

合作方招商公告
本公司对三亚市崖州区砂材加工场
项目合作方进行公开招商，欢迎国
内符合条件的竞商人参与密封竞
商。招商公告具体内容请关注“三
亚市国宏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微
信公众号”，意向竞商人若有疑问，
请联系：王庭卫13337699073。本
招商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7月13日。
三亚市国宏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

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公告
因琼中县水晶绿岛项目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期满，经海南鼎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琼中至诚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友好协商达成一致，于
2022年7月5日解除《水晶绿岛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特此公告。

海南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5日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山村北

侃二组村民王桂梅遗失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0108101211100005J，声明

作废。

●海南高速就业培训中心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786630695Y，声 明 作

废。

●余骏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01859219，注 册 编 号 ：琼

246171800254，声明作废。

●海南国际资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定代

表人证书（证号：工法证字第

213820013号），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今盛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T1W7T7A）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茂凤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二环路东侧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东土地变字〔1999〕

96号，声明作废。

●翟明霞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

二期 15 幢住宅楼 621 房的房产

证，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301510号，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明
本 人 王 国 强（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6****8710）于2021年遗失
过身份证，现通过自查发现2022
年6月2日他人冒用本人的身份信
息注册登记“成都鑫苛梓维商贸有
限公司和成都鹏禾才商贸有限公
司”。以上两家公司自登记注册起
发生的所有法律纠纷等责任，一概
与本人无关。现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国强
2022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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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商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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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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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养殖基地项目工程弃土公开转让
项目编号：QY202207HN016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德翔东星斑工厂化养殖
基地项目工程弃土，项目地点在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新群村旅
游公路旁区域内，数量约93089.5m3，挂牌价为40.5元/m3，竞
买保证金200万元。

公告期：2022年7月7日至2022年7月20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7月7日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云龙镇房地产项
目管理咨询、营销策划及房屋销售总代理招标代理服务单位；（2）海
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筑物及基坑
监测观察服务单位；（3）海口市白水塘生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项
目桥梁沉降观测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
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营业执照、相关资质
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
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至2022年7月11日17:30，停止
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招标代理、建筑物及基坑
监测观察、桥梁沉降观测等服务的公告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现建
设单位拟对行政办公楼、学术交流中心、第一实训楼、第二实训楼、
B1教学楼、B2教学楼增加电梯。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7月7日至7月2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
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
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联系人：苏琳越，咨询电话：
6872437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加装电梯公示启事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719期)

受委托于2022年7月19日10：30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海口市长怡路27号紫园A区第7幢B单元1102号房；房屋
建筑面积 227.19m2；产权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237451号；房型为：海景空中别墅(跃式两层)，四房四卫（双
主卧）带阳台，独立书房，三厅（中空客厅），超大超宽观景阳台，
南北通透。参考价：450万元，竞买保证金：150万元。收取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海
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450410480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
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7月18日17：00止。产权
过户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咨询电话 0898-68598866、
13519892888，报名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
景花园听涛居1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