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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粤海设备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正本、
副 本 ， 工 商 注 册 号 ：
4601001004923，声明作废。
●昌江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公章
破损，声明作废。
●昌江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遗失
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赵顺义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3200107142836，特此
声明。
●海南华仁堂医药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儋州市第二看守所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
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804802，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第二看守所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儋州市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2551602，
现声明作废。
●海南绿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1WTL1Y）因 公
章和财务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晓雯音乐培训（海南省澄迈县）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46902370000671）不慎遗失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 证 编 号 ： 教 民
146902370000671，声明作废。
●陈创遗失江西富士电梯有限公
司生产的电梯出厂合格证，产品编
号：FUJI110710-094，声明作废。
●澄迈县山口中心学校高山朗小
学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澄迈文化中路分理处基本存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666505，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公共租赁住房（热科）公寓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棠湾设施岛沿河商业街及环行路
预应力管桩基础工程项目技术资
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美兰区强制隔离戒毒所项目-
后勤宿舍楼、戒毒人员伙房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保亭大
道供水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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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
方美庐一期工程桩基预应力管桩
打桩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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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滨
海大道两侧建筑立面改造工程
（EPC）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儋
州市滨海新区污水管网（一期）工
程-滨海大道污水提升泵站项目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定
安县黄竹供水工程扩建项目（管网
延伸部分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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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陵
水黎族自治县2016年度绿化宝岛
大行动通道绿化施工工程项目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省华南幼儿教育研究院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研
究院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文臣武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邢治汉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662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联系电话：0898-66523285），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9月
28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4日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宝
瑞世纪庄园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昌
江县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体育
馆、展览馆等多馆合一建设工程
（一期主体部分）项目技术资料专
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薄
弱学校改造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海建（万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琼中县黎母山镇腰子路及腰子东
路、腰子西路地下管线改造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儋
州中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儋州滨
海新区滨海二道改造工程技术资
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
宁市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
区景观建设等其它工程施工合同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
宁城南路市政工程（第一标段）施
工合同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场外供
水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儋
州市污水处理一厂提标改造工程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榆东线兴隆墟南段市政改造工程
（一期）1标段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琼
海市县道改造工程大雅至南俸第2
标段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琼中县营东、营南、营北社区
组织活动场所项目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昌
江棚户区改造海钢安置区（一期）
建设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
宁市2号泵站至污水输送主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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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丝路安然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
MABTH63F4D）遗失公章，现声
明作废。
●海口龙华海上隆发文具店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琼 B 出
〔2020〕040号，特此声明作废。
●杨秋遗失租赁证，证号：40258
号，声明作废。
●谢增富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七
坊镇拥阜村委会南松村村民小组
林权证，编号：460801912970，证
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07531
号，现声明作废。
●杨建胜不慎遗失海洋渔业职务
船 员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4417211979102656X9，声明作废。
●廖之瑞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二层A-30号场地保证金单
一份，保证金单金额：10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南威律师事务所苏鹏律师
不慎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
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01198510862227，流 水 号 ：
11365844，声明作废。

声明
海南鑫通置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海南日报 B03 版面
刊登的减资公告声明作废，特此
公告。

认婴公告
女童，姓名吴一霏，
于2012年6月8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牙叉镇卫生路口被
捡拾，当时女婴刚

出生。女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
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8月4日

公告
海南万指纤柔养生会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许童雪、吴裕霞、符美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
字〔2022〕第94号、95号、96号），
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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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社保大楼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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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公告
海口嘉之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学球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2022〕第
89号），并定于2022年 9月29日
上午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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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社保大楼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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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减资公告
国能（海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MA5TF03385）经股东
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圆整
减少至叁仟万圆整。请有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联系人：李国辉，电话：
18202450088，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博誉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200MA5RE1LU
9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海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减资，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捌佰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壹佰万元，请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我司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王秀容于2022年8月1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1197511021924，特 此 声
明。
●海南侨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其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千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拓达隆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
宁市小海新区两纵七横等十条市
政道路建设项目一纵二路（一横东
路至三横东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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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澄
迈金马物流园区东部片区污水提
升泵站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改扩建项目
（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技术资料
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琼
中县气象站台站搬迁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陵
水黎族自治县文黎保障性住房小
区（经济适用房）一期工程项目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
宁市万城镇剪岭路市政工程技术
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临
高县文化艺术中心配套工程项目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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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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40%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18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40%
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
月，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房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
房地产项目营销策划等。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为86135.47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34418.63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51716.85万元。公司开发项目椰岛小城二期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

镇椰岛大道1号，项目总占地约300亩，总建筑面积为37.8万m2。具
体详情见北京亚超评报字2021第A272号资产评估报告。二、挂牌
底价20686.74万元。三、公告期：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9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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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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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
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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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
令）及三亚市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我局拟以协议方式
出让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予公告，公告期限为30天。若有意向
用地者，请于本出让计划公告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
出用地申请。该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信息公告

联系人：梁栋 联系电话：0898-88276629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日

拟出让地块
位置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
FHJC-04A地块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
FHJC-07地块

合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海南三亚平面
坐标系

45534.36

1031.52

46565.88

规划用地
性质

机场用地
（H24）

机场用地
（H24）

土地
用途

机场
用地

机场
用地

土地使用
年限（年）

50

50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公示
海南中润典当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出借人、抵押权人）与

贾晋阳、梁彦华（借款人、抵押人）于2021年12月27日在我处申
办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借款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
（2021）琼椰城证字第6163号】。合同中双方约定贾晋阳、梁彦
华应在2022年7月25日止向海南中润典当有限公司三亚分公
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捌拾万元（￥800，000元），现截止2022
年7月25日贾晋阳、梁彦华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
现海南中润典当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向我处申请办理出具执行
证书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公示
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2年8月2日

星河幼儿园大门改造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现建设
单位拟对幼儿园大门进行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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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至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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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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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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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星河幼儿园大门改造项目公示启事

海口市文明东路151号A座604室
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018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位于海口市文明东路151号（文明大

厦）A座604室房产，证载建筑面积为105m2，混合结构，挂牌价为
92.5万元。

公告期：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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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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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8月5日

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208HN0187

受委托，按现状对白沙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原国税、原地税狮球乡
等乡镇税务办公楼闲置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一）原地税狮球乡办公楼；（二）原白沙国税所办
公综合楼；（三）原光雅国税所办公综合楼（一层）；（四）原光雅国税所
办公综合楼（二层）；（五）原地税光雅所办公综合楼（一层）；（六）原地
税光雅所办公综合楼（二层）；（七）狮球乡税务站；（八）原地税局大岭
农场税务站。

二、招租价格：775元/月、6083元/月不等。
三、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月租金，采用网络动态

报价方式交易。
四、公告期：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8月18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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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98-
66558007麦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8月5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口观澜湖旅游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含城
市设计）》33-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报告公示

本着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拟将观澜湖园区控规确定用于
建设南区中心服务楼项目的33-01地块调整至33-02和 33-03
地块的中间用地，以加快项目的建设。经海口市政府同意，启动了
《海口观澜湖旅游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含城市设计）》33-01地块
修改论证的编制工作。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
现将规划修改报告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8月
5日至 2022年 9月 4日）。2. 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http://gxq.
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uyingying2@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
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审批局，邮编：
571152；（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王工。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
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三、竞买人资格与
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
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使用权
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
（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置、非法
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申请参加竞买者须
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一）
提供不低于520万元，在公告期间的银行资信证明；（二）参加竞买报
名时须缴纳竞买保证金155.67万元。四、挂牌文件获取方式：申请人
可于2022年9月2日前到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
（一）公告时间：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2日；（二）报名时间：
2022年8月4日8:30至2022年9月2日12: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
为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9月2日
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报名地址：海口市金贸东路5号华润
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室；（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8月24日
8:30至2022年9月7日9: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9月7日
9: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六、其他事项：（一）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5号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
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二）联系地址：海口市金贸东路5
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室，电话：0898－68539322黄女士；
（三）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4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5

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位于陵水县新村
镇镇区东侧海域

用海类型

旅游娱乐用海

用海方式

透水构筑物

用海面积（公顷）
3.2676公顷

（合49.014亩）

用海期限（年）

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518.9151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5.67

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5号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县2022-05号海域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8月3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
融危机应对小组第三次报告发布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日呼吁各国政府向
从当前能源危机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大型石油和天
然气公司课税。 新华社记者 谢锷 摄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向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课税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地缘冲
突、能源和供应链危机等多重因素叠
加影响，德国能源与食品价格持续飙
升，通胀率居高不下，民众不得不支付
更高生活成本，咽下通胀高企的苦果。

通胀成为德国民众“心病”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
数据显示，德国7月通胀率为7.5%。
其中，能源价格同比暴涨35.7%，食品
价格涨幅达14.8%，均显著高于当月
整体通胀率。

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一项调查显
示，越来越多的德国消费者担忧物价
持续上涨，通胀走高已成为德国民众
的一块“心病”。

德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
表明，燃油、食品等生活成本飙升影响
各收入水平的德国民众，特别是令低
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陷入更加艰难的
境地。

年近七旬的德国老人埃莉萨告诉
记者，如今她与丈夫依靠退休金生活，
因生活用品价格明显上涨，他们必须
挪用养老积蓄才能维持正常开销。“我
们找寻各种省钱妙招节约开支，而我
完全不敢想象，冬季取暖费和电费将
暴涨到什么程度。”

对于临时失业的青年人奥斯卡来
说，生活更加艰难，因为没找到工作，他
如今依靠慈善机构发放的免费食物度
日。他表示，生活各项开销都在上涨，
依靠仅有的积蓄和救济金已无法生存。

政府补助治标不治本

自3月起，德国联邦政府推出一
系列能源补贴措施，旨在为企业和家
庭减轻能源价格暴涨带来的沉重负
担。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
6月和7月通胀率环比微降，但仍处于
较高水平。

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格奥尔格·蒂
尔说，能源产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高通胀
的主要因素，供应瓶颈和新冠疫情同样
推高了通胀水平，能源价格减负措施略
微抑制了6月和7月的通胀率。

许多专家担忧，这些能源减负措
施以“一次性补贴”或三个月的短期补
贴等方式为主，此类临时措施无法对

通胀产生持久影响，更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通胀是否见顶难下定论

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伊弗经济
研究所预计，德国通胀已经见顶，有望
在今年下半年下降。

德国豪克-奥夫豪泽-兰珀银行
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克鲁格则认为，德
国当下面临天然气供应的严重瓶颈，
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很高，目前看不到
通胀见顶迹象。

专家认为，通胀是否见顶存在变
数，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情况将决定德
国接下来的通胀走势，如果俄罗斯长
时间停止对德国供应天然气，德国通

胀将迅速飙升至10%以上。
当下能源供应问题未解，加之下

半年能源需求高涨，德国民众恐将迎
来一个“昂贵的冬季”。德国副总理兼
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日前宣布，将从10月开始征收天然气
附加税，预计每个德国家庭将为此额
外支出数百欧元。市场人士认为，天
然气进口商将借此把供应短缺和进口
价格暴涨带来的经济损失转嫁给企业
和消费者。

多位德国专家表示，在如今复杂局
势下，德国通胀是否见顶、何时回落充
满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德国民众已
充分感受到高通胀带来的“切肤之痛”。

（新华社法兰克福8月3日电 记
者单玮怡）

高通胀令德国民众感受“切肤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