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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望通信（海南）有限公司各股东：
本公司拟将所持有的远望通信（海南）有限公司30%的股权转让

给天津励志精诚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主要条件如下：
1.转让对象（股权受让方）：天津励志精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0MABRF89X24，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开发区
一经路与二纬路交口远望资产管理咨询公司院内1号楼第201室，法
定代表人为郑支建；2.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元；3.付款期限：自股权
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到我司收款账户；4.股权变更
登记时间及费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15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等），由受让方承
担；5.出资义务的转让：我方负有的对远望通信（海南）有限公司300
万元注册资本出资义务自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后全部转由受让方承
担，我司将出资义务转移给受让方，视为我司已经履行完毕对远望通
信（海南）有限公司的出资义务；6.股东对于公司债务的承担：自远望

通信（海南）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正式成立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
止，远望通信（海南）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在远望通信（海南）
有限公司不能足额清偿且需股东承担债务之时，由原股东海南省元驰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金瑞云喜企业管理中心以及股权
受让方，按照认缴出资比例承担，我司不承担任何债务。

以上是我公司转让股权的主要条件，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现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贵公司征求意见。请贵公
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我司收件地址：天津
市东丽开发区一经路与二纬路交口远望资产管理咨询公司院内302
室，联系人：郑支建，联系电话：15022159518），答复中应明确是否同意
本次转让；不同意转让的，应明确是否同意按上述条件行使优先购买
权，不购买或逾期未答复的，视为贵司同意转让。若贵司行使优先购买
权，则贵司的收购条件需符合上述同等条件，即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转
让数量、付款期限、付款方式及受让股权后所承担的义务等均相同。如
贵方及其他股东均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请自行商定购买比例，协商不
成，则按各自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特此函达。

中国远望通信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2日

股权转让告知函

海南之心A09-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
（0403地块），项目2021年12月批建。该项目装配式建筑方案经海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装配式建筑面积
3％的面积奖励，装配式奖励面积1741.06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
奖励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7月29日至8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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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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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咨询电话：
68724369、6872437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之心A09-01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控制性
详细规划》JDZH-01-A16等地块（红城湖
通道项目选址用地）规划调整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
服务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ZH-01-A16等地块（红城湖通道
项目选址用地）规划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
见，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月29日至
2022年 8月2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胡婧娟。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7月29日

《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JDWH- 03-A02、
A03 等地块控规修改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
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3-A02、A03和JDWH-03-
D04等地块规划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
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月29日至2022年
8月 27日）。2. 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
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
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
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胡婧娟。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7月29日

世界卫生组织27日说，全球已有78个国家
和地区报告猴痘病例，合计超过1.8万例，大多数
在欧洲。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7日更新的数据显
示，美国已累计报告4639例猴痘病例，在该机构统
计的全球本次猴痘疫情各国病例数中居于首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一
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报告的病例中，超过70%在
欧洲，25%在美洲；约10%住院接受治疗；迄今已
报告5例死亡病例。

路透社以世卫组织为消息源报道，非洲以外的
现有病例中98%为男男性行为者。谭德塞23日宣
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这是世卫组织当前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公
共卫生警报。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7月27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
杉矶排队接种猴痘疫苗。 新华社/法新

世卫组织：

全球报告猴痘病例
已超1.8万例
美国超4600例，在各国病例数中居首位

新华社华盛顿7月27日电（记
者熊茂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日
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上调到 2.25%至 2.5%之
间。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加
息，也是连续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

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
委员会27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
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通胀率居高
不下，反映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供需
失衡、能源价格上涨和更广泛的价格
压力；俄乌冲突及其相关事件对通胀
造成额外上行压力。委员会“高度关
注通胀风险”，并将继续大幅缩减资
产负债表规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接下来几个月

内，美联储将寻找“令人信服的”通胀
下降的证据，并持续上调利率水平，
在9月的会议上再一次进行“超乎寻
常的大幅加息”可能是合适的。鲍威
尔6月在美联储28年来首次宣布加
息75个基点时曾表示，加息75个基
点非同寻常，预计这种幅度的加息不
会经常出现。

当被问及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
退时，鲍威尔回答说，美国经济虽然
增速放缓，但就业市场依然强劲，他
不认为美国已进入经济衰退。但他
也坦承，美联储避免引发衰退、实现

“软着陆”的路径已经变窄，且有可能
变得更窄。

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27
日公布最新预测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
算将萎缩1.2%。美国商务部数据显
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萎缩
1.6%。如果亚特兰大联储预测成为现
实，意味着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
蒙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到目
前为止，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对金
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上半年股票和
债券市场遭遇大幅下跌，一些经济领
域增长开始放缓。与此同时，由于利
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住房需求
大幅降温。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3月至5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
幅连续三个月在8%以上，6月CPI同
比增长9.1%，涨幅创近41年新高。

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点
9月或再度大幅加息

这是7月2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拍摄的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 新华社发

全球来看，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带来
显著外溢效应。拉赫曼指出，美国加息已经
让新兴市场出现大量资本外流，与之前的加
息周期情况相似。这正导致新兴市场货币大
幅贬值，并推升了高负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债务风险。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前美国经济决
策路径似曾相识：前期面临重大经济冲击时
大规模举债印钞，利用美元低融资成本刺激
经济；美元流动性过剩叠加经济复苏推升全
球通胀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促使资本回
流美国，最终令不少国家蒙受恶性通胀和资
本外流的双重冲击。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当前全
球债务水平已远高于上世纪70年代，美联储
通过激进加息抑制通胀会带来比当时更严重
的后果，“可能导致经济萧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
授詹姆斯·莫里森告诉新华社记者，凭借美元
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美联储加息必
然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困境，还可能引发世界经济衰退。
（新华社华盛顿7月27日电 记者熊茂伶）

全球利益再遭收割

美联储强力加息会否重演“沃尔克时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7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
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二次
加息75个基点，为上世纪
80年代初以来最大幅度的
集中加息。

上世纪80年代初，时
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
克通过持续激进加息将美
国通胀水平从 1980年初
的两位数降了下来，但代
价是美国经济两年内两次
陷入衰退，被称为“沃尔克
时刻”。如今面临四十年
不遇的持续高通胀，美联
储是否会重演历史，以衰
退为代价控制通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在9月的会议上再一次进行“超乎寻
常的大幅加息”可能是合适的。芝加哥商品交
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27日显示，交易员预期美
联储9月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65%。

连续大幅加息，凸显美联储前期行动缓慢、
如今只能加快控制通胀的被动局面。6月美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9.1%，涨幅创
近41年新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在缓解通胀问题
上还看不到积极进展，这在意料之中。美联储
政策传导存在时滞，通胀放缓可能要到今年年
底才会显现出来。

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但美联储加息给经济
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鲍威尔在发布会上指
出，近期支出和生产指标已经走软，消费支出
增长显著放缓，反映出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
金融环境收紧等因素。房地产市场活动减弱，
部分原因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他不认为美
国已进入经济衰退。但他坦承，美国经济避免
衰退、实现“软着陆”的路径已经变窄，且有可
能变得更窄。

激进加息难遏通胀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沃尔克式”经济阵痛可能
是必要的代价。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日前指出，
美国需要五年 5%以上的失业率才能遏制住当前飙
升的通胀。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曾警告，极度宽
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叠加一系列负面供给冲击，
可能会导致上世纪70年代式的滞胀。“沃尔克时刻”即
将到来。

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27日公布最新预测
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
比按年率计算将萎缩1.2%。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萎缩1.6%。如果亚特兰大联储
预测成为现实，这将意味着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告诉
记者，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上半年股票和债券市场大幅下跌，一些经济领域增
长开始放缓。与此同时，由于利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
降，住房需求大幅降温。拉赫曼预计美国经济可能于
今年年底陷入衰退。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对基金经理、分析师、
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
政策将导致经济衰退。他们认为，美国经济有超过一
半的可能性将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

“沃尔克式”阵痛难免

金正恩说已做好与
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准备

新华社平壤7月28日电 据朝中社28日报
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27日晚在朝鲜祖国
解放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如果朝鲜
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受到侵犯，朝鲜将不惜与
美国一战。

金正恩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给朝鲜造成了
最严重的伤害，今天仍继续对朝鲜进行危险的敌
对行动。美国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朝鲜“威胁论”，
以此为借口来打压朝鲜。他重申，朝鲜已做好与
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冲突的准备。

韩国新一代
宙斯盾驱逐舰下水

新华社首尔7月28日电 韩国军方28日在位
于蔚山的现代重工总部，为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

“正祖大王”号举行下水仪式。
据韩国防卫事业厅当天发布的消息，8200吨级

的“正祖大王”号舰体长170米，宽21米。该舰装备
了新式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提高了对弹道导弹的
探测及追踪能力，同时计划配备远程舰空导弹。“正
祖大王”号还配有尖端综合声呐系统，并配备了远程
反潜鱼雷和轻型鱼雷，能适时发动反潜攻击。

为取回火星岩样
美航天局拟发射“着陆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称美国航天局）27
日说，打算向火星发射取样着陆器，将“毅力”号火
星车采集的火星岩石样本带回地球。这一计划尚
处起步阶段，如果进展顺利，火星岩样将在2033
年抵达地球。

“毅力”号火星车于去年2月登上火星，9月成
功钻取岩样，迄今已采集11份且计划钻取更多样
本。美国航天局计划在2028年夏季发射“样本取
回着陆器”，它将于2030年年中到达火星。

据美联社报道，按照设计，“毅力”号火星车有
能力将岩样运到“样本取回着陆器”自带的上升器
内。假如该火星车在运送岩样过程中出现故障，

“样本取回着陆器”所携带的两架微型直升机将
“捡拾”火星车上的岩样，再将其运到该着陆器的
上升器内。装有岩样的上升器将与欧洲航天局研
制的轨道飞行及返回器“合体”并踏上归途。

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

7月2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7月27日电 （记者王
峰）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代表27日在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国防大学举
行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正式运行仪式。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参加仪式并发表讲
话。阿卡尔宣布，联合协调中心由土耳其、俄罗
斯、乌克兰和联合国各派5名代表组成，代表们
通过卫星、网络和其他通信手段监控商业运粮船

的航线。
阿卡尔说，在短时间内，滞留在乌克兰黑海港

口内的超过2500万吨的粮食将被运往所需国家，
“在海上建立这样一个粮食运输安全走廊非常必
要”。阿卡尔说，联合协调中心为从包括敖德萨港
在内的3个乌克兰港口运出的农产品提供安全的
海上运输。如各方认为有必要进行海上排雷工作
的话，将进行相关安排，目前来看没有排雷需要。

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
举行正式运行仪式

俄罗斯政府28日说，正与美国方面就交
换在押人员磋商，还没有敲定具体协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
天答记者问时作出上述表述，没有发布更多
细节。他同时说，这类事通常在幕后对话，达
成协议后才会公开。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7日说，美
方已向俄方发出“实质性提议”，以争取俄方
释放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布兰妮·格里纳和
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但没有说明美方
将以何人交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白宫有意以释放俄罗斯军
火商维克托·布特作为交换。

格里纳今年2月从纽约飞抵莫斯科时被
拘留，警方在其行李中发现含大麻油的电子
烟，指控她走私毒品。如果罪名成立，最重可
判处10年监禁。格里纳本月27日出席法庭
听证，下一场听证会安排在8月2日。

惠兰2018年12月在莫斯科一家酒店被
逮捕，受到间谍罪名指控。俄罗斯一家法院
2020年6月裁定他间谍罪名成立，判处他16
年监禁。

布特2012年在美国被判25年监禁，罪
名是非法售卖至少数百万美元的武器。据美
联社报道，俄方先前多次表达希望他获释的
意向。

布林肯27日说，他近日将同俄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通电话，磋商交换在押人员
事项。就两国外长通话一事，俄罗斯外交部表
示，美方尚未经由外交渠道正式同俄方接触。

就交换在押人员事宜，俄外交部发言人
玛丽亚·扎哈罗娃28日说，俄美两国总统讨
论过相关事项，并指示有关部门谈判，但目前
尚未取得进展。她强调，谈判应“兼顾双方利
益”。路透社报道，扎哈罗娃所提俄美总统的
接触显然发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之前。

俄美曾于今年4月底在土耳其交换在押
人员。俄方释放因酒后袭警入狱的美国前海
军陆战队员特雷弗·里德，美方释放因走私毒
品罪名获刑20年的俄罗斯飞行员康斯坦丁·
亚罗申科。外界当时对处于极度紧张关系的
两国作出这一举动备感意外。

安晓萌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布林肯称美方已向俄方发出“实质性提议”，以争取俄
方释放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布兰妮·格里纳和前海军陆战
队员保罗·惠兰，但没有说明美方将以何人交换。美媒报
道，白宫有意以释放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特作为交换

俄称暂未与美就“换囚”达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