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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云逸

路南侧文建路东侧的文昌市建设

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文市

规证建〔2010〕B079 号，特此声

明。

●儋州那大洋德建材部公章和法

人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明芳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 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460000681156050W）不慎遗

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一本，特此声

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不慎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284101， 账 号 ：

265004050693，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不慎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342104， 账 号 ：

265004051109，特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民委员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4690015527746610）不慎遗失

法人印章（王有寿），特此声明作

废。

公告
儋建房售字第（17、19）号

儋州西联投资有限公司现有商品

房18套对外销售，其中：西联超市

项 目 房 产 户 型 有 75.69m2—

83.31m2共 7套；西联豪廷花园项

目房产户型有23.23m2—92.89m2

共11套。有意向购买者欢迎咨询，

联 系 方 式 ：唐 先 生 ，电 话 ：

13976124587；何 先 生 ，电 话 ：

18689839116。儋州西联投资有

限公司 2022年9月18日

公告
海南新途径教育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金虎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423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第599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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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1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海口东方日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李波、李洋阳、昌江德兴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海南扶贫农机有限公
司：本人已将本人对贵方享有的在
案号为〔2017〕琼0106民初5439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债权、本
人基于该生效判决取得的相关权
利等（包括享有的欠款本金200万
元和相应利息以及相关权利等）全
部转让予海南祥鑫项目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现本人依法向贵方通
知债权转让事宜如上，请贵方向海
南祥鑫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给付义务。附：海南祥鑫公司，
联系方式：郑培钦 13389894949。

通知人：林志洪
2022年9月14日

减资公告
海南佳福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X
QG05L）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贰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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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876695962 郑程。

减资公告
海南立得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7L82W79P）经 股
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减
少到5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天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担保请求，特此
公 告 。 联 系 人 ：张 芊 ，电 话 ：
13816108442。

●五指山长明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92WXM1N） 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王海燕遗失海口白沙门温泉度

假村开具的资金往来（暂收、暂付）

专用凭证（2栋205号房装修保证

金），凭证号：8020242，金额：2000

元，声明作废。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2013668930）遗失海南

省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专用章一枚，

编号：B246002798，声明作废。

●海南琼脂沉香文化艺术馆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证号：52460000399793355P，声

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海南省财政绩效评价协会

关于重新确认会员资格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鉴于协会
长期与各会员无紧密联系，现为规
范管理进一步做好协会注销有关
事宜，我协会决定对会员资格进行
重新确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一、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看到
登报通知后请到协会办公室进行
会员资格确认登记，地址：海口市
龙华区玉沙路16号富豪大厦C座
南 楼 1302 室 ，联 系 电 话 ：
13764644738。二、重新确认会员
资格时间：2022年 9月 22日至9
月29日。三、若在规定时间内未
进行资格确认，视为自动放弃本协
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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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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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9HN0228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一）海口市滨海新村492号5个铺面；（二）海口

市海甸岛人民大道24号3个铺面；（三）海口市琼山中学校门西侧1
号铺面；（四）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2号银海苑第三层房产；（五）
海口市海甸岛四西路2号财政局宿舍楼一层4号铺面；（六）海口市
秀英区西秀镇荣山乡龙头上村村委会库房。二、租赁期限：除了海口
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乡龙头上村村委会库房租赁期限为七年，其余
资产租赁期限均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
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2年9月22
日至2022年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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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 66558038 吴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
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9月22日

珠海市骏丰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珠海市骏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作为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的债权人，现公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债权清
单如下表所示。债权本息金额基准日为2015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和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
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催收范围内：

以上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特此公告。联系人：殷总。联系电话：0756-8633606；
13908271188。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中海富华里中心B座2301室。

珠海市骏丰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债务人

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益州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洋浦新鸿运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嘉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394,075,000.00

-

394,163.58
212,439.42

394,681,603.00

利息

1,151,198,616.67

13,895,651.39

4,403,632.22
588,463.07

1,170,086,363.35

合计

1,545,273,616.67

13,895,651.39

4,797,795.80
800,902.49

1,564,767,966.35

保证人

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珠海市拱
北宾馆
中国轻骑集团公司、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
中国轻骑集团公司
海南证大资产管理公司

海南海洁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应迅飞：
2017年6月10日，临高县调楼镇群道村民委员会与应迅飞签

订《农村土地流转协议》。2018年2月4日，又与应迅飞签订《群道
村委会农村土地流转补充协议》。2018年2月10日，临高县调楼镇
群道村民委员会与海南海洁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应迅飞签订
《农村土地合作协议》。依照上述协议约定，海南海洁雅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及应迅飞已经支付土地租金从2018年2月～2021年2月
止共计3年，从2021年3月至今，未收到三年一付的租金，已经逾期
超过了60天，构成根本性违约，临高县调楼镇群道村民委员会有权
解除合同。依照《民法典》第562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
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
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涉案的上述协议是可以依法解
除的。现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为此,依照《民法典》第562条之
规定，临高县调楼镇群道村民委员会现依法将本通知书通过报纸刊
登，刊登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从刊登之日起，上述《农村土地流转协
议》《群道村委会农村土地流转补充协议》及《农村土地合作协议》视
为已经依法解除。以上情况，特此通知。

解除合同通知人：临高县调楼镇群道村民委员会
2022年9月22日

关于依法解除《农村土地流转协议》《群道村委会农村
土地流转补充协议》及《农村土地合作协议》的通知书

广告·热线：66810888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陵自然资告字〔2022〕30号

（二）宗地净地情况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18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
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最终竞价结果以地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下
空间使用权报价之和为准。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土地用于海南海底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建设内容主要

为海底数据中心科技旅游主题酒店及海底数据中心配套设施。将分
为地上地下两部分建设，地上部分拟建设数字科技会客厅（海底数据
中心科技旅游主题酒店）及海洋科技展厅，包括AI智能体验馆、海洋
科技体验馆、论坛会议厅、主题餐厅等。地下部分拟建设海底数据中
心永久岸站，包括监控大厅、研发中心、运维中心、测试中心、模块间、
配电室（科研用）、电池间、冷站等。

（二）该宗地用地净地审核文件按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场交易提交材料和编制出让文件有关问题的通
知》（琼国土资办字〔2018〕19号）规定由县人民政府出具。

（三）用地出让控制标准和用地准入协议按照原海南省国土资源
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
定执行，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属于高新技术产
业，地上地下综合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500万元/亩，综合年
度产值设定为不低于750万元/亩，综合年度税收设定为不低于25万
元/亩，地上地下综合投资强度、综合产值、综合税收考核指标按照地
上40.63亩进行计算；项目达产之日起，平均年度进出口贸易不低于
2000万元；项目直接或间接带动本地就业不低于200人；项目获得

海底数据中心相关专利不低于20项。其中2023年获得相关专利不
低于5项，2024年获得相关专利不低于7项，2025年获得相关专利不
低于8项；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20315万元人民币。以上出让控
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
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何形式转
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不得分割销售。

（四）竞得人取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后，必须按规定
办理建设立项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

（五）考虑到拟建项目的独特性，项目实施前竞得单位应当按照
《海南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地地下空间使用论证报告》管控要求开展
建设，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合理协调地表空间和地下空间
的承载、震动、污染、噪声及相邻建筑物的安全，不得破坏地下市政管
线功能、不得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和绿地的使用功能、不得妨碍地表的
规划功能。

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
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
请。境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
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
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
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香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
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
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
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1.失信的被执行人；2.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的当事人；3.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

时改正的；4.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违法利
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非法占地、违法
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

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
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
9002）查看和打印。

（三）竞买申请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

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
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 9月 22日 9:00至 2022年 10月 21日
12: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

（四）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

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
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
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
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
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
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21日12:00。
（五）资格确认
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

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
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

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
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0月12日9:00至2022年10月21日
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

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
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
确定。

（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0月12日9:00至2022年10月24日
10: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9:00至12:00及15:00至
17:00。

（三）挂牌报价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
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

（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

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按照“传统价高者得”的原则采用定底价方式

举行，挂牌起始价公告后，由竞买者竞相报价，在挂牌截止日时止，当
场仍有两个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当场进行竞价，出价最高者且高于底
价的为竞得人。

七、风险提示
（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

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网上竞
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竞买人
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流程、方法。由
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二）竞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
作，系统注册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用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
网上交易系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
人合法授权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三）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
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
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
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

（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
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
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竞
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

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2日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编号

2022-18号

宗地坐落

英州镇（地上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

英州镇（地下空间
使用权）

总面积
（平方米）

27089.5

20000

地块
用途

旅馆
用地

科研
用地

混合
比例（%）

100

100

出让
年限（年）

40

40

规划用
地性质

旅游度假
用地

科研用地

容积率

≤0.2

/

建筑
密度（%）

≤ 20

/

绿地率
（%）

≥ 50

/

建筑
限高（米）

≤ 24

/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748

491

竞买保证
金（万元）

6680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21日签署有关在俄进行部分动员的
法令。该法令自21日起生效。乌克
兰外交部网站20日消息说，乌外长库
列巴强调不能以乌方做出领土让步作
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

——普京21日在对俄全体公民发

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做出部分动员的
决定完全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威胁相
适应。“为保卫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
整，确保俄罗斯人民和俄控区人民的安
全”，必须支持俄国防部和俄军总参谋
部有关进行部分动员的建议。他说，部
分动员只针对预备役人员，首先是曾在
俄武装力量服过役、具有一定军事专业

知识或军事特长的人员，这些人员在被
征兵之前将接受额外军事训练。普京
还强调，俄特别军事行动主要目标仍是
控制顿巴斯全境，这一点不会改变。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1
日在“俄罗斯-24”电视频道直播节目
中介绍，俄进行部分动员期间将征召
30万预备役人员。他说，俄罗斯可动

员资源巨大，服过兵役、有战斗经验、
拥有军事专业知识的人员总数将近
2500万。相关动员工作并非一下子
全部完成，而将按计划进行。

——据乌克兰外交部网站20日
发布的消息，乌外长库列巴在访问美
国期间强调，不能以乌方做出领土让
步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他说，

日前俄方释放可能愿意进行谈判的信
号，这反映出俄军在前线陷入困境并
希望争取缓冲时间。

——乌克兰基础设施部20日在
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黑海港口农产
品外运协议签署以来，已有177艘运
粮船驶离乌港口并开赴亚洲、欧洲和
非洲国家，共出口410万吨农产品。

普京签署在俄进行部分动员法令
乌外长强调在领土问题上不让步

新华社海牙9月20日电（记者
王湘江）欧洲药品管理局20日说，新
冠疫情在欧洲尚未结束，欧洲各国应
继续做好疫苗接种工作，为应对新一
轮疫情做好准备。

欧洲药管局疫苗策略主管马尔科·
卡瓦莱里当天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说，
在过去两年，每逢秋季来临，都会出现

一轮新冠疫情，今年也有可能出现类似
情况。因此，尽管最近几周新冠确诊和
死亡病例有所减少，但随着秋季的到
来，欧洲各国应继续做好疫苗接种工

作，为新一轮疫情到来做好准备。
卡瓦莱里说，奥密克戎毒株新亚

型BA.5是目前在欧洲流行的主要变
异毒株，但也需要密切监测其他变异

毒株，如新亚型 BA.4.6 和 BA.2.75。
他说，目前正在美国快速传播的新亚
型BA.4.6已经在欧洲地区出现。

欧洲药管局首席医疗官斯蒂芬·

蒂尔斯特鲁普当日在记者会上强调，
新冠疫情在欧洲尚未结束，欧洲各国
应当做好疫苗接种工作，特别是改进
版疫苗的接种工作，以防疫情在欧洲
进一步蔓延。

此外，关于猴痘疫情，卡瓦莱里
说，欧盟地区目前已报告约2万例猴
痘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

欧洲药管局：

新冠疫情在欧洲尚未结束

在米却肯州拍摄的地震后的房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20日电（记者朱雨
博 吴昊）墨西哥民防部门负责人劳拉·贝拉斯克
斯20日在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
西部米却肯州19日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2人
死亡、10人受伤。

米却肯州州长阿尔弗雷多·拉米雷斯·贝多利
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州超过3000座房屋损坏或
倒塌，超过20家医院或诊所受损。根据墨西哥国家
地震局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日13时
05分（北京时间20日2时05分）。震中位于米却肯
州科阿尔科曼市以南63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

墨西哥7.7级地震
已致2死10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