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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2022年7月20日在海南日报A10版发布《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
〔2022〕18号），开展编号为文国土储〔2022〕-5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网上交易活动，现因疫情原因，经报文昌市批准，我局决定
中止该宗土地网上交易活动。

我局将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20〕199号）的精神，待疫情消除后恢复本宗土地网上交易活动，
相关交易环节的时间节点依次顺延。敬请关注我局的后续公告。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止公告

海南润德科教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对海口市长秀片区（B区）
C0501地块进行控规修改，拟建海口市民大厅项目。根据《海南省
城乡规划条例（2018修正）》及省政府《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
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有关要求，我局按程序开展
了长秀片区（B区）C0501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8月19日至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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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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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编
码：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长秀片区（B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5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白才攀不慎遗失文昌春良实业
有限公司天域华府二期 1#3-
1402房的收据，收据金额：11252
元，收据号：1831657，声明作废。

●海南金辉加工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735840203P）原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 张 欣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199304255667）于 2015

年12月5日在澄迈县瑞溪镇卫生

院出生一名女婴，姓名：唐晨露，其

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翔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

证号：460002200408130031，特

此声明。

减资公告
海南泰裕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1P
CL55）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壹仟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贰佰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英曦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1L
Y61T）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壹仟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贰佰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拍卖会延期公告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原定于2022
年8月19日15：30拍卖位于白沙农
场橡胶木拍卖会因疫情延期至2022
年8月26日15：30举行，公告其他内
容不变。电话：6852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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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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土恢复外交关系
关系回暖势头能否持久尚待观察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日发表声明，宣布与土耳其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将重新互派大使和总领事。土耳其方面
当天予以证实。

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十余年，两国摩擦不断，关系起起伏伏。分析人士认为，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是出于各自需要，但考虑到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有分歧，关系回暖势头能否持久尚待观察。

以总理办公室17日发表声明说，经
过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和外长恰武什奥卢的沟通，两国决定
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举“将有助于深化
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扩大经济、贸易和
文化交流，并加强区域稳定”。

恰武什奥卢17日证实土方已决定任
命一位驻以色列大使。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国恢复外交
关系后，以色列航空公司将恢复前往土耳
其的直航航班。两国还将启动联合经济
委员会。双方没有透露何时互派大使。

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
兰国家，原本友好的两国关系后来受到
巴以问题影响而出现波折。2010年，以
军武力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

船并导致多名土耳其人丧生，两国关系
随之陷入低谷，直至2016年才实现正常
化。2018年，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
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引发巴勒斯坦方面
大规模抗议示威，多名抗议者在与以军
的冲突中死伤。土耳其随后召回驻以大
使，并驱逐以驻土大使和驻伊斯坦布尔
总领事。作为报复，以色列驱逐了土驻
耶路撒冷总领事，并暂停进口土农产品。

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年6月
下台后，以土关系出现缓和。今年3月，
以总统赫尔佐格访土并与埃尔多安会
晤。随后，两国外长实现互访。以总理办
公室17日在声明中说，此次恢复外交关
系是过去一年两国关系“积极发展势头的
延续”。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以土关系迎来
正常化，但是由于两国间博弈复杂，在政
治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短期内难以发
生实质性改变，双方关系升温的势头能
否持久仍待观察。

在此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症结巴
以问题上，以色列指责土耳其庇护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并向其提
供财政支持。以媒透露，在恢复外交关
系前，以方要求土方限制哈马斯在土耳
其的活动，还要求土方在哈马斯袭击以

色列时对其予以谴责。
但是，土耳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

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恰武什奥
卢17日在安卡拉表示，土以互派大使
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抛弃巴勒斯坦
事业”。

以色列《国土报》17日发表的文章认
为，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可
能会造成两国关系很快“再次崩溃”。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17日电 记者
吕迎旭 张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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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央
气象台18日18时发布气象干旱黄
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
的首个气象干旱预警。

今年7月1日以来，江南、江淮、
江汉及川渝等地降水偏少，气温偏
高，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
气象干旱迅速发展。据8月18日监
测，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
浙江大部、江西、湖南、贵州大部、重

庆、四川大部、西藏中东部等地存在
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局地特旱。预
计未来3天，上述旱区仍维持高温少
雨天气，气象干旱将持续发展。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相关防御指
南提示，上述旱区应密切关注天气演
变，若有增雨作业条件，应适时开展
增雨作业；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
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偏高，应严加防范。

中央气象台发布
今年首个气象干旱预警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
18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
管理部17日紧急下达4.2亿元中央自
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做好防汛
抗旱工作。

其中，预拨 2.1 亿元，支持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新
疆等7省（区、市）做好抗旱救灾工

作，重点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等
问题；预拨2.1亿元，支持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黑龙江、内蒙古、陕
西、甘肃等8省（区）开展防汛救灾
工作，由地方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
受灾群众救助。

截至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已预拨地方防汛抗旱资金13亿元。

两部门紧急下达4.2亿元
支持地方防汛抗旱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
者谢希瑶）针对美方近日出台《芯片
和科学法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
珏婷18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中方将继续关注法案的实施情
况，必要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在当天举行的商务部网上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束珏婷强调，美

方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本
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
优惠，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
策。其中部分条款限制有关企业
在华正常经贸与投资活动，具有明
显的歧视性，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
和国际经贸规则，将对全球半导体
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
扰乱。

商务部回应美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

必要时采取有力措施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重新包装为选举
拜登在法案签署仪式上声称，《通胀

削减法案》“将给美国带来进步和繁荣”，
将在未来十年内削减约3000亿美元联邦
赤字并创造约7400亿美元财政收入。

然而，一些美国专家和媒体指出，该
法案名为“削减通胀”，实际却与应对通胀
无关，只不过是对拜登政府去年提出的大
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重建更好未来计
划》的重新包装。

当时，《重建更好未来计划》不仅遭到
共和党议员反对，就连民主党内也有关键
议员因担忧政府继续“放水撒钱”会让通
胀恶化予以反对。今年7月下旬，民主党
内达成一致，将这一法案“缩水瘦身”后重
新包装成如今的《通胀削减法案》。法案8
月初在国会两院通过。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斯蒂芬·米勒在
《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撰文指出，白宫、
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媒体“玩文字游戏”，费
尽心思包装和宣传《通胀削减法案》，目的
是在中期选举前提振民主党选情。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举行，目前
民主党选情不容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
是拜登政府应对通胀不力。今年3月以

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
一直维持在超过8%的高位，民众对此颇
有怨气。

法国《回声报》网站文章指出，距离中
期选举只有三个月，白宫和民主党希望将
这一法案当成工具和政治赌注。

政策目标难实现
尽管拜登强调新法案对增加财政收

入和削减通胀的积极作用，但不少美国经
济学家认为，法案不会对通胀产生实质性
影响。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
算模型估算，该法案会在未来几年将通胀
降低约0.1个百分点，“这在统计上几乎与
零没有区别”。

新法案的重点内容包括：美国联邦政府
计划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
约3690亿美元；在医疗保障领域投入约
640亿美元；对部分大企业征收15%最低
税。但美国舆论对此出现不少质疑之声，认
为法案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在清洁能源领域，为争取部分有化石
燃料行业利益集团背景的国会议员支持，
法案中包含了一些有利于该行业的措施，
如允许对联邦土地和水域进行拍卖以便
开采化石燃料等。

在医疗保障领域，法案中旨在降低处
方药价格的联邦政府与药企谈判制度被
指适用范围过窄且生效时间过晚。佛蒙
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批评，该法案在医
疗保障领域给予民众的福利不够，忽视了
没有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大多数美国人。

在企业税问题上，有分析指出，提升最
低企业税不仅难以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还可
能将多出的税负通过更高价格和更低工资
转嫁给消费者和劳动者。美国福克斯新闻
网刊文评论，这可能是美国自新冠疫情导致
众多小企业破产以来，从中产阶级流向企业
和国家的最大一波财富转移。

继续“放水”害全球
对于美国目前严重的通胀问题，不少经

济学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
政策和超宽松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恶果。

自2020年 3月以来，美联储为应对
疫情暴发后的经济困境推出了一系列超
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此同时，美国
政府推出多轮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包括
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约2.3万亿美元的一揽
子支出法案、拜登政府1.9万亿美元“美国
救助计划”等。过去两年的财政刺激力度
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这些举动都

为美国当前的通胀问题埋下了伏笔。
由于美元占据的霸权地位，美国上述

做法的不良后果并不仅限于其国内。全
球经济已经感受到美国“大放水”的冲击，
许多国家也面临严重通胀问题。不仅如
此，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还滥用经济
制裁“大棒”，扰乱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加
剧了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

面对自身和全球通胀问题，美国不仅没
有吸取教训，反而在《通胀削减法案》中继续

“放水撒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等美国主流媒体都不约而
同将该法案称为“大规模新开支法案”。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刊文说，《通
胀削减法案》是拜登政府去年推出的疯狂
开支政策的重演，而这些政策已经导致全
球经济陷入乱局。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
经济与国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认
为，美国采取的单边经济金融措施一直存
在影响世界经济的风险。俄罗斯智库“瓦
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
夫·利索沃利克说，美元在全球结算中仍
然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应该承担相应责
任，其政策必须考虑世界经济的利益”。

（新华社华盛顿8月17日电 记者孙
丁 熊茂伶）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18日在答记者问
时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
台湾地区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
官方性质的协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台将启动
所谓“美台 21 世纪贸易倡议”谈
判。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答问时
作上述表示。

马晓光表示，我们敦促美方以
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企图打“台湾
牌”，阻止中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不
会得逞。

马晓光说，正告民进党当局，打
着经贸合作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
出卖岛内民众的利益，谋取政治私
利的恶劣行径必遭清算。

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洽商
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
者18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
游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邮轮
游艇装备及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2025年，邮轮游艇装
备产业体系初步建成，国产大型邮
轮建成交付，中型邮轮加快推进，
小型邮轮实现批量建造，游艇产品

系列多样规模化生产，旅游客船提
档升级特色化发展。

意见提出，邮轮游艇产业链长、
带动作用大，对提升现代服务业水
平、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近年来，我国邮轮游艇发展取
得积极成效，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
比，邮轮游艇和旅游客船在装备产
业化、市场成熟化、消费大众化等
方面仍有差距。

五部门：

力争到2025年
邮轮游艇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建成

美国“四不像”法案自欺欺人

各有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以土两国迅速走近，
是因为双方均有改善关系的需要。

以色列近年来寻求改善与周边国家
关系，已与巴林、阿联酋、苏丹、摩洛哥实
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阿里埃勒大学中
东问题专家亨·克切尔指出，土耳其是地
区大国和北约成员国，以色列需要与其
保持良好关系。以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加利娅·林登施特劳斯认为，与土
耳其的“良好互动”有助于以色列应对地
区挑战，保持良好的以土关系符合以方
利益。

土耳其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动机则
更为现实。经济上，持续高通胀令土耳
其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土方希望通过改
善对以关系吸引以方投资和游客，拉动
经济复苏。同时，土耳其还希望以色列
考虑建设经土耳其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
道。以色列媒体认为，土方想以此取代

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希腊2020年签署的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项目。

外交上，土耳其过去的一些强硬政
策引发中东多国不满。为改善在本地区
的处境，土耳其近期调整政策，积极与包
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国家修复关系。此
外，土耳其目前与美国关系不佳，希望通
过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促进
土美关系改善，并希望借助犹太游说集
团影响美方决策，帮助实现从美国购买
F-16战机的愿望。

从时机选择上看，以土此时恢复外
交关系与以内政也有关。林登施特劳斯
指出，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府不
同，以色列目前的政府党派基础更为广
泛，被土耳其视为更加理想的合作伙
伴。土耳其希望利用11月以色列议会选
举前的机会窗口，在新政府上台前提升
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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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16日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声称这项涉及医疗保障、清洁能源、税收等内容的法案能缓解通胀、削减赤字。
但美国批评人士认为，这一法案只是盯着短期选举利益，抑制通胀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法案计划新增投资约4370亿

美元，如此继续“放水撒钱”的举动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通胀，并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更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