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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五指山跃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9001MA5RC4WN

93）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嘉膳禾果蔬商行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毛森遗失海南成美医疗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颐养公社阳光城9

栋1单元1602房12号车位的购车

收据，收据编号：1319574，金额：

30000元；收据编号：5912508，金

额：640元，声明作废。

●临高临城美台佳源手机店不慎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

专用收据一张，金额：3000元整，

票号：9310533，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晨天测绘有限公司原合同

专用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2年8月30日在《海南

日报》A08版发布的延期公告，现

因故该公告所有涉及的日期再次

延期1天；2022-G-2号地块挂牌

截止时间及现场会时间变更为上

午11:00，2022-G-3号地块挂牌

截止时间及现场会时间变更为上午

11:30。其他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1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陆秋平）私章破损，声明

作废。

●海南东方高排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郑文春遗失海口市外事办办理

的长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PEC

商务旅行卡，编号：111456，特此

声明。

●王绥任遗失澄迈县中兴镇福来

村委会加富村村民小组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23106201020029，现声明作

废。

●林诗刚遗失澄迈县中兴镇福来

村委会群麻村村民小组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23106201050012，现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尝椰漫漫饮吧（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8MA5T1BUY77）不 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1081091057，

声明作废。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1600201，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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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资讯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建设单位为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用地面积88851.69m2（约
133.27亩），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嘉积城区外围北侧。原批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8898.21m2，计容建筑面积38873.89m2，
容积率0.44，建筑密度27.01%，绿地率15%。现向我局申报修建性
详细规划调整方案，拟调整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45245.6m2，计容建筑面积 42983.19m2，容积率 0.48，建筑密度
23.95%，绿地率15%。为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8月31日至9月8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政编码：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
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省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公示

管线迁移公告
我司宗地B-2-17地块，面积20713.87m2，位于海口市龙

华区金垦路45号，宗地四至范围：东至党校东路，西至金园路，
南至党校横路，北至金垦路。该宗地已批准用于建设海垦·安
悦兰亭安居房项目，项目已被海口市政府纳入2022年第一批安
居房建设任务计划，项目拟于今年9月底开工建设。现公告凡
涉及该宗块范围内各类地下管线（电力、通信、给排水、燃气等）
产权、责任主体单位，为避免项目施工不慎对相关管线造成损
坏，给贵单位造成经济损失，请于2022年9月10日前自行迁移
出项目用地范围外，逾期将视为无主废弃管线处理。如有造成
任何经济损失，由贵单位自行负责。

联系人：陆春旭，电话：0898-68950269。
海南农垦昌顺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921期 ）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10时至9月21
日上午10时（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峄路
22-1号中盟·椰海国际地下室33个车位（资料备索），竞买保证金：
1万元/个。特别说明：上述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及交付，拍卖标的
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本次拍
卖标的仅限本小区业主参与竞拍。展示时间：2022年9月7日至8
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保证金缴款账户名称：海南银达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
海口金贸支行（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9
月19日下午5时前向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低层区6层 。联系方
式：18976476929韩先生 18976639393 黄女士。

为了妥善处理好双方的债权债务，请下述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我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核查登
记手续。

债务公告

联系人：欧大福13637611443
海南文昌航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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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单位

海南鲁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文昌市文丰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立春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航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立春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海南
分院

海南航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大凯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立春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项目

文昌汪洋新农村建设试
验区（一期）排球馆项目

文昌汪洋新农村建设试
验区（一期）青少年活动

中心项目

文昌市2011公租房项目

文昌市2012公租房项目

龙楼航天安置区特色商
业街区地块五、六项目

金额（元）

500.00

59,600.00

20,561.03

27,000.00

385.00

0.02

4,500.00

10.00

47,250.00

1,279.92

56.86

54.00

4,163.40

0.01

30,013.60

494.52

海口市德嘉酒店项目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北侧，项目于2019
年8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建筑内部功能布局细化调
整。经审查，调整方案符合规划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8月31日至9
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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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德嘉酒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中瓴（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兴建的中瓴·玺悦臺项目位于海
口市琼山区滨江西路西南侧。于2022年2月批建；现该单位申请方
案变更，涉及平面功能优化布局；外立面深化、结构连板调整；将部
分商业充电车位从地下一层调整到地下二层，总停车位数量不变。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
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8月31日至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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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符国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瓴·玺悦臺方案设计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2

日凌晨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8月31日

琼海市美容自来水厂三期扩建项目用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大路镇美容村委会，规划面积22092m2（约
33.13亩）。用地规划性质确定为供水用地，规划控制指标确定为容
积率≤0.5、建筑密度≤45%、建筑限高≤20米、绿地率≥30%。为了征
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8月31日至9月29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美容自来水厂三期扩建项目

用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鼓吹“芯片法案”的政客声称，法案能
减少美国对外国半导体产品的依赖，解决
芯片短缺问题。分析人士表示，芯片短缺
的原因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动摇
了半导体全球供应链。“芯片法案”是使用
错误的方式解决美国的另一个错误，完全
是一种政治操弄工具。

前白宫贸易顾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在一
篇文章中表示，美国打击其他国家企业，
动摇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损害了美国企
业和工人的利益，相关出口管制还阻碍制
造商在美国本土投资。

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如果美国完全
禁止半导体企业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美
国半导体企业将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
额和37%的收入，半导体行业也将减少
1.5万个至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

如此看来，这份强调排他性的“芯片
法案”不仅无法助力美国半导体产业，还
会加剧全球产业链扭曲错配、损人害己。

（新华社华盛顿8月29日电 记者熊
茂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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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芯片法案”损人害己 终将反噬自身
美国日前正

式推出《2022芯
片与科学法案》
（以下简称“芯片
法案”），旨在通
过巨额产业补贴
和遏制竞争的霸
道条款，推动芯
片制造“回流”本
土。不少业内专
家表示，这一法
案将科技和经贸
问题“武器化”，
扰乱全球半导体
供应链，终将反
噬美国自身。

经济全球化不断迈进，芯片产业在世界范围
内建立起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形成相互
协作的高效运转格局。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
炮制“芯片法案”，妄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是逆全
球化潮流和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为。

按照白宫公布的数据，美国半导体产量仅占
全球约10%，东亚地区产量占全球75%。这意味
着在东亚地区存在强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

德勤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在芯片领域，
厂商自然形成高度集中的生产集群，创造了强大
的“人才库”和“技能池”。

美国兰德公司供应链安全领域主管布拉德·
马丁告诉新华社记者，“芯片法案”无法在短期内
解决美国芯片行业的劳动力发展等问题。

除了无法振兴美国相关产业，“芯片法案”还
对已有的供应链系统造成冲击。波士顿咨询公司
分析师马特·兰焦内指出，该法案肯定会导致供应
链效率降低，供应链系统将出现更多冗余。

另外，这份法案逼迫企业“选边站队”：只要接
受美国政府补贴，10年内就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
他经济体扩大先进芯片产能。不少半导体企业认
为，类似规定扭曲全球供应链，破坏企业全球竞争
力，最终影响美国技术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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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法案”违背市场规律，通过巨额
产业补贴强行扶植“美国制造”，不仅不解
决老问题，反而制造新矛盾。分析人士指
出，美国半导体企业利润已经很高，再给
予补贴，相当于“劫贫济富”，将激化高赤
字和高通胀等风险。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算，“芯
片法案”将在十年内增加550亿美元支
出，再加上产业税收抵免将减少240亿美
元税收，两者合计增加790亿美元财政赤
字。一些预算监督机构表示，这将持续推
高通胀，拖累经济增长。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
拉赫曼告诉记者，“芯片法案”目标实现周
期很长，等到那些用于鼓励半导体行业发
展的投资获得成果，美国普通民众付出的
成本只会更高。

美国“自由事业”基金会主管亚当·
布兰登认为，芯片法案是鲁莽财政支出，
只会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让美国家
庭承担成本。他表示，扩大企业的福利
不会让美国更有竞争力，只会加重它们
对政府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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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任命的
驻委内瑞拉大使贝内德蒂29日在委
首都加拉加斯向委总统马杜罗递交
国书，这标志着两国断交3年后重新
恢复外交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与哥伦
比亚复交是两国民心所向，也表明美

国多年来试图干涉和分裂拉美的计
划受挫，其霸权正不断走向衰落。

重归于好
2019年 2月，委内瑞拉与哥伦

比亚断交。当时，美国为逼迫马杜罗
政府下台，拒绝承认马杜罗在2018

年委总统选举中连任的合法性。在美
方施压下，哥伦比亚等几个拉美国家
宣布支持自封为“委临时总统”的委反
对派人士瓜伊多。马杜罗政府不满哥
政府协助美国干涉委内政，故而宣布
与哥断交。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
境线全长2200多公里，断交对两国边
境安全和双边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对
边境地区民生造成严重影响。

两国关系明显转圜发生在今年
哥伦比亚总统大选之后。佩特罗8
月就职哥总统后承诺，将尽快推动两
国关系正常化，并在边境安全和经贸
等领域展开合作。马杜罗对此回应
说，两国关系即将进入和平、合作与
团结的新阶段，这是拉美地区人民的
重大胜利，将进一步加强拉美地区的
团结和一体化进程。

贝内德蒂29日向马杜罗递交国
书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双方探讨了

“重建本不应被打破的两国间友谊纽
带的紧迫性”。委外交部也在社交媒
体上说，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正式握

手言和，今后将高举团结、和平与相
互理解的旗帜。委驻哥伦比亚大使
普拉桑西亚28日抵达哥首都波哥
大，将在佩特罗访问秘鲁结束后向其
递交国书。

干涉受挫
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和哥伦

比亚在断交多年后重新走近，不仅显
示出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分裂拉美地
区计划的失败，也表明美国维持霸权
的能力正在不断衰落。

委内瑞拉驻哥伦比亚前大使、国
际问题专家帕维尔·龙东认为，佩特
罗上台后，美国难以继续利用哥伦比
亚打压委内瑞拉。与此同时，美国还
因为对原油的需求而不得不与委政府
展开谈判，不排除未来放松对委经济
制裁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美国抱持“门罗主
义”，将拉美视为“后院”，利用“胡萝
卜加大棒”的手法不断在这一地区制
造分裂。今年6月在美国举行的美

洲峰会上，美方不邀请古巴、尼加拉
瓜和委内瑞拉领导人参会的做法遭
到多方批评，多国抵制参会，使此次
会议成为美洲峰会创立以来参会领
导人最少的一届。

“在美洲峰会上，拉美地区多数
国家都公开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和
古巴的孤立和排斥政策，要求美国停
止对拉美地区的干涉，力度之大是美
国没有预想到的。如今，随着拉美左
翼政府纷纷上台并团结一致，拉美地
区作为整体对美国的话语权正在增
强。”龙东说。

委内瑞拉著名作家和国际问题
专家罗德里格斯·格尔芬施泰因说，
如果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联系起
来，就会发现美国正在丧失维持全球
霸权的能力。美国将自身想法和行
为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并让其他国
家及其人民的利益屈从于美国的利
益，这样的霸权主义政策已经失败。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8月29日
电 记者徐烨 王瑛）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复交挫败美国干涉企图

8月29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由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任命的驻
委内瑞拉大使贝内德蒂（左）与委总统马杜罗会晤。 新华社发

8月29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
心，一架直升机从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
统”旁飞过。

美国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29日因引擎故障推迟发射。该火箭原定于当天
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
测试任务。 新华社/美联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
因引擎故障推迟发射

日本连续半个月日增
新冠死亡病例超200例

据新华社东京8月30日电（记者华义）据日本
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日本30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52546例，当日新增死亡病例319例。自本月15
日起，日本连续半个月日增死亡病例超过200例。

日本正处于“第七波”疫情中。据统计，日本
7月14日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000万例，截至8月
30日累计确诊约1880万例，一个半月就新增确
诊病例约880万例，平均日增确诊约19万例。此
外，日本新冠死亡病例也持续增多，截至30日累
计报告死亡病例39617例。

近日，现年57岁的波兰退休职工阿图尔在波
兰波格丹卡一煤矿外排队等候买煤。他已在此等
候了三天。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的煤炭禁运于8月11日
正式生效，对煤炭严重依赖的波兰正面临能源
短缺。 新华社/路透

波兰民众排队买煤为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