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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7月25日电（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5日宣布，任命中国资深外交官李
军华为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
的副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
发表的声明，李军华将接替同样来自
中国的刘振民。古特雷斯对刘振民担
任副秘书长期间对联合国所做的奉献
表示感谢。

声明说，李军华将就促进多边经
济和社会合作提出观点和愿景，他承
诺与各方一道进一步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为会员国服
务。此前，他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大会和安理
会的多次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亚太
经合组织、亚欧会议、金砖国家等其他
多边会议做出了贡献。

李军华于1985年加入中国外交

部，现任中国驻意大利兼驻圣马力诺
大使，此前曾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司
长、中国驻缅甸大使、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负责政治事务的公使衔参
赞等职务。

古特雷斯宣布

中国外交官李军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俄气进一步对欧减供决定势必加
剧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价格高涨局
面，尤其欧洲各国眼下正着急补充本国
天然气储备，以便满足过冬取暖需求。

欧洲联盟去年天然气用量大约
40%从俄罗斯进口。尽管欧盟在今
年初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对俄施加多
轮制裁，并制定“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计划，但短期内难以找到其他供应源
取代俄气，因而一直担忧俄方掐断对
整个欧盟供气。按照欧盟委员会主
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说法，那是

“可能出现的状况”。
欧盟27个成员国能源部长定

于26日开会审议欧盟委员会几天
前提出的节省用气方案，该方案要
求各成员国在今后8个月内“自愿”
将用气量削减15%，以保障“安全过
冬”需求，如果俄方继续减供导致形

势恶化，这一指标可能从“自愿”转
变为“强制”执行。不过，各国对此
指标有不同意见，预期最终方案会
有所调整。

俄气已对保加利亚、丹麦、芬
兰、荷兰和波兰几个欧盟国家切断
供气，原因是对方进口商拒绝按照
俄方要求以卢布结算天然气货款。
俄方说，卢布结算令缘于西方对俄
施加经济和金融制裁，使俄方无法
正常收取美元、欧元等外汇货款，俄
气对同意配合的欧洲客户继续履行
供气合同。

按照普京说法，欧洲当前能源危
机纯属西方咎由自取，西方为了制裁
俄罗斯，主动关闭多条输气管道，弃置
已经完工、只待开通的“北溪-2”管道，
乌克兰方面还关闭了境内一个重要的
输气中转站。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北溪-1”又维修 俄罗斯对欧输气再减半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俄气）25日通报，格林尼治
时间27日4时（北京时间27
日12时）起，“北溪-1”单日供
气量将比当前水平削减一半，
即调至满负荷状态的20%，日
输气量约为3300万立方米，理
由是一台使用中的涡轮机需要
维修。

“北溪-1”经波罗的海海底
通往德国，向多个欧洲国家供
应俄罗斯天然气。俄气举措再
度令欧洲担忧俄罗斯天然气彻
底“断供”。

“北溪-1”21日结束为期10天
的年度检修、恢复对欧输气，日输气
量大约6700万立方米，与检修前一
致，即满负荷状态的40%。那是俄
气在 6 月中旬下调输气量后的水
平。俄气称先前由德国西门子公司
送到加拿大维修的一台管道涡轮机
被加方以执行对俄制裁为由扣押，使
该管道因技术问题无法按正常水平
输气。

经过协商，加方已同意将送修
涡轮机返还俄方，但需经过德国
转交。俄方说，还没收到该涡轮
机。

最新减供决定涉及管道当前
运行的两台涡轮机中的一台。俄
方事先已就此发出警告。西门子
公司 25 日说，它已做好向俄方发
送涡轮机的准备，但缺少由俄方提

供的“必要海关文件”导致送还进
程拖延。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9日说，他已警告欧洲国家，俄方计
划7月末维修管道另一台涡轮机，如
果先前遭加方扣押的涡轮机在那之
前不能送到俄气手上用于替换安装，
则“北溪-1”对欧输气量还将继续下
调一半。

关于俄方解释的“技术原因”，德
国政府表示不接受。

德国经济部一名发言人告诉
法新社记者：“根据我方掌握的信
息，降低输气量的技术原因并不
存在。”

俄气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
表示：“我们的产品，（就得适用）我方
规则。我们不会按照非我方定下的
规则行事。”

兑现警告 加剧紧张

7月2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在得克
萨斯州达拉斯的案发现场附近工作。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机场25日上午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警方在制止枪手时将其击
伤，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新华社/美联

美国得州一机场航站楼
发生枪击事件

7月26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
德，饮用假酒中毒者被抬上担架。

据报道，近日印度西部多地发生假酒中毒事
件，已致近20名村民死亡。 新华社/法新

印度古吉拉特邦
近20名村民饮用假酒死亡

近日，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委托，巴基斯
坦的巴中友好组织——中国之友论坛在该国西南
部俾路支省城市吉拉赛义富拉，向受洪涝灾害影
响的当地民众发放中国援助的救灾物资。

新华社发

中国向巴基斯坦西南部
受灾民众捐赠救灾物资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张汨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6
日应询表示，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
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不得安
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
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有媒体称中方
可能作出军事回应。请问中国军队
对此有何评论？谭克非答问时作上
述回应。

谭克非指出，关于美众议长佩洛

西计划访台事，中方此前多次表明了
坚决反对的立场。

他说，作为美国政府“三号人
物”，佩洛西众议长如果访台，将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政治
基础，必然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
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导致台海局势
进一步紧张升级。

中国国防部：

若佩洛西访台，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遗失声明
海南银生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李瑾）法人私

章，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84283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医学会医疗中心不慎将公

章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遗失，登记号：琼民政字

第020003号。任何不良分子在本

声明登报后使用本单位公章及登

记证书的行为，皆非本单位的官方

行为，特此声明。电话：0898-

66227291。 海南省医学会

医疗中心 2022年7月27日

遗失声明
海南爱马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合格证原件一份，强制性产

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一份，电动

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一份。车辆

品 牌 ：威 马 牌 ；合 格 证 编 号 ：

WBH05WZ00109979；车 辆 型

号：SZS7000A05BEV；车架号：

HWM133039MW187426；发 动

机号：BCGB0628，现声明作废。

● 张 天 苏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2197004290016，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78的
拍卖成交确认书、会员转让过户申
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 封 义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62119580330901X，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J080036的
会员卡、会员证遗失，声明作废。
● 洋浦海燕货运中心遗失琼
E28233《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
号：462000062970，声明作废。
● 洋浦海燕货运中心遗失琼
E18049《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
号：462000062952，声明作废。
●海南宣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证书编号：D346042759，声明作
废。
●万宁大茂佳利办公用品配送中
心的税票UKEY667212862978已
丢失，声明作废。
●海南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 谢 海 昌（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3197905086651）遗失琼儋
渔08170号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
书，编号：4690030191486 号，声
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教工宿
舍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四建儋州市滨海新区市政
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技术资料专
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海南四建定安县官娘脊片区基
础设施建设（一期）项目（南一环路
西段）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昌江县
环城西路廉租房工程·和泰家园保
障性住房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屯昌思
源实验高级中学建设工程项目（施
工一标）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保亭县
（芙蓉小区）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屯昌
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楼项目技术
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兹有一女婴（已起名周淇），于2017
年4月16日在澄迈县金江镇椰海
大道交叉路处被周照思捡拾。现
请该女婴生父母或监护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7612206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1. 项目名称：海口海关（玉沙、海
秀）食堂商品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2.采购内容：97类商品，详见：海口
海 关 门 户 网 站 http://haikou.
customs.gov.cn。3. 联系人：翁
先生0898-68516964。4.报名时
间：2022年7月26日～8月1日。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1.项目名称：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
心外聘律师事务所代理专项案件
采购项目。2.采购内容：律师事务
所代理案件，详见：海口海关门户
网 站 http://haikou.customs.
gov.cn。3.联系人：翁先生0898-
68516964。4.报名时间：2022年
7月27日～8月2日。

海南省东方市北牛抱板金矿
采选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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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zzhpysgs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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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经理13337579958；评价单位：金
工 18876824673；有效期自公示
之日起至2022年8月5日。

海南矿产资源规划环评公告
《海 南 省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2021-2025）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
与该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相关信息请登录海南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官方网站“信息公开”栏
目下的“公示公告”中查看或登录
lr.hainan.gov.cn/xxgk_317/
0200/0202/202207/t20220725_
3235546.html直接查看。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琼海
烟草职工集资楼工程技术资料专
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公司工程公司海南
（国家级）水产物流交易中心二标
段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公司工程公司白沙
生姜冷藏及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工
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公司工程公司蓝星
（海南）液氢工场地平整及厂区围
墙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公司工程公司洋浦
开发区瑞洋路、纵3路C段市政道
路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公司工程公司不慎
遗失桂林洋高校区7、13#路项目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公司工程公司工程
管理科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海南
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工
程项目部技术资料章（签经济合同
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林勇不慎遗失警官证，证号：
4608017，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思源实验初级中学不
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
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829701， 账 号 ：
267512817017，特此声明作废。
●卫炜，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R111731，不慎将海南台达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
证号为D000220的会员卡、会员
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丽香不慎遗失坐落在临高县
临城镇临山第五街道西七栋10号
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号：琼
2021不动产权第0001849号，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遗失在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定城信用社开立的基本存款
账户（1009564300000175）所预
留的印鉴卡、法定代表人田金城私
章一枚，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原件一张，核准号：
J6410021935101，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桥头镇
政府干部职工经济适用房工程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儋州
市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一期）中四横路工程技术资料专
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热带森
林植物种质资源保存与研究基地一
期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四建文昌市蓬莱镇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廉租
住房（第四期工程）50型项目技术
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海口
海港学校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海南
西部农部品冷链物流中心一期工
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四建万宁市纵一路（北段）
市政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美兰
监狱改扩建（二期一阶段）工程（标
段Ⅰ）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动力
中心香精香料库杂品及回收物品

处理站污废水处理站油泵房土建

工程技术资料章（签订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万宁

市多功能活动中心工程技术资料

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永秀

花园限价房二期三标（施工13标）

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

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1号监

舍楼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2011

年廉租住房建设项目（碧绿小区）第

二标段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290号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现向我局申
请土地证遗失补办业务，该宗地位
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凤
翔社区居委会振发一路20号，面积
13346.67平方米。经调查，该申请
人持有的土地证，证号为琼山籍国
用〔2003〕第01-00024号，已登报
遗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上述土
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面申
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补发上
述宗地新的《不动产权证》。特此通
告 。 联 系 人 ：陈 善 森 ，电 话 ：
65809395。 2022年7月4日

注销公告
三亚福品餐饮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医学会医疗中心（登记号：
琼民政字第020003号）定于2022
年 9月13日召开理事会，讨论审
议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的相
关事宜。请各位理事、监事于
2022年 9月 10日前电话报名参
会，未报名者视为弃权讨论及表决
关于本中心注销的一切事宜。会
议地点届时另行通知。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单位办
理债权债务的清算事宜。电话：
0898-66227291。 海南省医学
会医疗中心 2022年7月27日

减资公告
海南飞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MA5T
41X15B）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
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
自见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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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郭志艳女士：您好！
您现居住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大道88号北海岸二期楼盘2号
楼408号房屋，系我司的房产。我
司曾与您联系、发律师函，沟通有
关房产事宜，但均未收到任何回复
且您拒收律师函。您居住我司的
上述房产，既没有购房协议或是合
同书，亦没有付款转账凭证、收款
收据等凭证。因此，我司特发通知
给您，请您于发通知日搬离上述房
产，清空房内物品。否则，由此产
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将由您自行承
担。联系人：徐敏15808903288。

海南三村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通知
孙革先生：您好！
您现居住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大道88号北海岸二期楼盘2号
楼903号房屋，系我司的房产。我
司曾与您联系、发律师函，沟通有
关房产事宜，但均未收到任何回复
且您拒收律师函。您居住我司的
上述房产，既没有购房协议或是合
同书，亦没有付款转账凭证、收款
收据等凭证。因此，我司特发通知
给您，请您于发通知日搬离上述房
产，清空房内物品。否则，由此产
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将由您自行承
担。联系人：徐敏15808903288。

海南三村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通知
王继光先生：您好！
您现居住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大道88号北海岸二期楼盘2号
楼508号房屋，系我司的房产。我
司曾与您联系、发律师函，沟通有
关房产事宜，但均未收到任何回复
且您拒收律师函。您居住我司的
上述房产，既没有购房协议或是合
同书，亦没有付款转账凭证、收款
收据等凭证。因此，我司特发通知
给您，请您于发通知日搬离上述房
产，清空房内物品。否则，由此产
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将由您自行承
担。联系人：徐敏15808903288。

海南三村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恒无忧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泰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吴华丽、陈江丹遗失户口迁移
证，证号：琼迁字第10152894号，
声明作废。
●吴华丽、陈江丹遗失准予迁入证
明，证号：赣准字18147371号，声
明作废。
●东方市罗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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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410045179801，账号：
1014275400000161，声明作废。
●张新义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四更镇大新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1〕第16172号，声明作
废。
●屯昌县新兴镇博文村委会第一
经济合作社承包方陈垂岳（身份证
号码：460026198204212415）遗
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2101205010039J，现声明
作废。
●洋浦海业捕捞有限公司遗失琼
洋渔16017船的国内海洋渔船安
全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469003A210032，声明作废。
●洋浦海业捕捞有限公司遗失琼
洋渔16018船的国内海洋渔船安
全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469003A210034，声明作废。
● 杨 洁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630198804157268）遗失建设
工程定额与预算工程师证件，证
号：180312350，声明作废。
●海南海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车辆合格证一份，合格证
编号：WDN081100005203，发动
机 号 ：15003805，车 架 号 码 ：
LH16CKJ07MH003481，声明作
废。
●孙颖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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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5栋 1107房的购房合
同，合同编号：CML000107863，
声明作废。
●海口龙泉人食尚餐饮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589299817D）遗 失 公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孙婧于2022年7月25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510603198302287827，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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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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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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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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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