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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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陆建军遗失雅居乐金沙湾
A1301地块7号楼403号房购房
收据，收据编号：雅海旅0016789、
0016506、0019347、0017292，金
额合计1,702,822.00元，声明作
废。
●王丽君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084600142005341，声明作废。
●曹越遗失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
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泉小镇G8栋
住宅楼16层1607室的购房合同，
合同编号：CML000056600，声明
作废。

送达公告
王玉蕾（身份证号460036198906

XX0829）购房户：你在我公司购

买的康馨楼住房早已陆续交房。

请你于2022年10月1日前，到我

公司办理交房手续。逾期将对房

屋 另 做 处 理 。 联 系 人 ：

13976175556李先生。

海南琼中城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遗 失公告送达 ●琼海多果莲雾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琼海市大路农村信用合作社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6410-
00274928 ， 核 准 号 ：
J6410018356401，声明作废。
●罗洁（街猫咖啡）遗失王萍莉开
具的潮立方1F/S1、S2、S3、S5号
商 铺 押 金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0000928，金额:23058元，声明作
废。
●澄迈水滴音乐文化有限公司遗
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证
号：教民146902370000701号，声
明作废。
●海南晨风气体工业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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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联合国9月23日电 第46
届“77国集团和中国”外长会23日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集团主席国巴
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主持会议，第77
届联大主席克勒希、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等在开
幕式上致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
军出席会议，并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发言。

张军对巴基斯坦作为主席国的工
作表示高度赞赏，热烈祝贺古巴当选
2023年度主席国。张军指出，新冠疫
情、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
危机、经济失衡等风险和挑战交织，发
展中国家首当其冲。“77国集团和中
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
结合作，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实现
共同发展繁荣。

张军说，要共同凝聚国际发展共
识。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
要将发展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
置，关注粮食、能源等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紧迫挑战，推动落实2030年议程重
回正轨。

他表示，应共同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各国应加强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深化减贫、卫生、发展筹

资、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
领域合作。要敦促主要发达经济
体采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举措，反
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

张军说，应共同构建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要筹备好 2023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峰会，积极参与“我们的共同
议程”讨论。要深化南南合作，敦
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
多实际支持。

他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大家
庭的一员。欢迎77国集团成员积极
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加入“全球发
展倡议之友小组”，齐心协力谋发展，
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第46届“77国集团和中国”外长会在纽约举行

中国代表：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77国集团

美联储继续激进加息带来的利
差效应加剧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
忧，推动美元持续走高。与此同时，
市场人士并不看好其他国家加息或
干预市场的操作能够持续稳定本币，
美元在货币政策、地缘政治、经济表
现和市场避险需求等因素作用下表
现强势。

21日，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加息
75个基点，推动美元持续走高。数
据显示，美元指数在23日罕见上涨
1.65% ，当 日 汇 市 尾 市 收 于
113.1890，升至20年来高点。

标普全球23日公布的初步数据
显示，欧元区9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
采购经理人综合指数继续走低。欧
元区经济衰退前景令欧元对美元汇
率当日下跌1.5%，跌至1比0.97，刷
新了欧元对美元汇率近20年低点。

由于英国政府在 23日宣布包
括大规模减税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市场对英国政府管理负债的能力感
到担忧，进而抛售英国国债，英镑对
美元汇率下跌3.5%，跌至37年来最
低水平。

由于美联储和美元在全球货币
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国家在制
定本国货币政策时都会把美联储货
币政策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美联储
激进加息所带来的货币政策急速转

向迫使很多国家为了保持宏观经济
稳定不得不跟随美联储加息，但由
于跟随式加息潮恶化全球经济前
景，市场资金进一步追逐美元避险，
要持久稳定本币难以奏效。

为抑制通胀，瑞典央行20日宣
布，将基准利率提高100个基点至
1.75%。这是自1993年以来瑞典央
行最大幅度上调基准利率。随后，日
本央行决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
但日本财务省罕见地直接干预外汇
市场，以阻止日元继续贬值。瑞士央
行22日超预期加息75个基点，英国
央行在当日则加息50个基点。

市场认为，本币贬值的趋势扭
转依赖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或加
息的停止。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表示，英
国央行加息不大可能扭转英镑跌
势。结构性赤字和英国脱欧很可能
会继续令英镑承压，难以很快反弹。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还表示，
由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和经常账户
失衡，单方面干预不大可能扭转美
元对日元汇率的上涨趋势。

美国富国银行证券公司经济学
家布伦丹·麦肯纳表示，只要日本与
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分化依旧，
在今后三至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日
元将会进一步走弱。

荷兰商业银行表示，鉴于欧洲能
源危机令瑞典克朗等欧洲高波动性
货币变得脆弱，瑞典央行收紧货币政

策短期内将难以使瑞典克朗走强。
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激进的加

息政策、地缘政治紧张和全球经济前
景黯淡加重避险情绪，并将为美元带
来支撑，致使美元对一些主要货币汇
率仍可能在近期创下新高。

在线经纪机构嘉盛集团全球研

究团队主管马特·韦勒表示，英国经
济在未来多个季度陷入滞胀的风险
大于美国经济。如果能源价格持续
上涨或通胀持续高企，欧洲大陆经济
将面临严重衰退，可能加速英镑对美
元汇率跌至平价的进程。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国银行全

球研究部认为，现在还看不到新兴市
场货币得以喘息的机会。融资成本上
升和全球增长放缓的前景，对新兴市
场货币来说不容乐观。同时，地缘政
治风险也对新兴市场货币带来压力。

（新华社纽约9月23日电 记者
刘亚南）

美联储加息推动美元大幅走强

时间已接近24日凌晨1点，伦敦
能容纳近2万观众的O2体育馆内鲜
有人离场。刚“狠狠”哭过的费德勒缓
缓绕场一周，为自认为完美的告别仪
式最后收尾：他向全场起立鼓掌的观
众用力挥动双手，时而又拍拍左胸，时
而又献上飞吻。

严格意义上说，这或许算不上最
完美的退役。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最
后一场比赛中，他和搭档纳达尔输掉
了这一场拉沃尔杯的双打比赛。

这甚至算不上是一场精彩的比
赛。场上的费德勒依然优雅，但却不
再有当打之年闲庭信步之感。多次离
谱的回球出界，更是让人无比怀念他
曾经的精准犀利。而他身边当年的

“追风少年”纳达尔，依旧奋力奔跑，但
也抵挡不过对面两个年轻的对手。

毫无悬念，观众是一边倒地支持
“费纳配”，费德勒则还可以额外得到更
多专属的加油，有歌声，有口号，还有人
大喊“你真的确定要退役吗？”……

进入抢十决胜的第三盘，“费纳
配”实现3：0的开局，全场爆发出热烈
的欢呼声。然而，索克和蒂亚福两个
美国“大炮”顽强反扑，让观众席晕染
失望情绪。当蒂亚福一个大力击球打

中网前的费德勒，嘘声从四面响起。
11：9，索克/蒂亚福在挽救了一

个赛点后逆转拿下了这场全球万众瞩
目的比赛，但聚光灯只追逐费德勒
——他和纳达尔以及焦科维奇、穆雷
等欧洲队的队友们一一拥抱，一遍不
够，还要再来一遍。

“我不想孤独地退役，所以我觉得
这是最完美的庆祝。”

是的，哪怕过程并不圆满，也很难
说得上精彩，但这确实就是费德勒最
完美的告别：有球迷环绕，有名宿注
视，还有当今网坛一个个伟大的对手
在这一天现场为他送别。

职业生涯最后一个赛后发布会，
36岁的纳达尔陪费德勒一起完成。
赛后哭得格外伤心的西班牙人表示，
虽然互为最强劲的对手，但费德勒早
就是他职业旅途最重要的陪伴之一。

“虽然我们的球风截然不同，但对待生
活的态度非常一致，我可以放心地和

他分享任何心事。”
上周宣读退役决定后情绪平稳的

费德勒终于哭成了泪人，而说到现场
助阵的父母、妻子和儿女，41岁的“瑞
士天王”更是泣不成声。他动情地感
谢妻子，表示这走了超过24年的职业

旅程其实早该停下，但她却义无反顾
支持自己走了更久。

“这场比赛本身当然也很特别，但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才真的会刻骨铭
心。我本来有点茫然，不知道接下来会
发生什么，接下来应该怎样做。然后我

环顾四周，看到每个人都那样动情。所
以我想我会永远记住那些面庞。”

胜负在此时确实已无关紧要。若
干年后回忆起这一天，费德勒会记住
的一定是那一张张动情的脸。
（新华社伦敦9月24日电 记者张薇）

完成职业生涯谢幕战

网坛传奇费德勒完美告别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22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75%上调至2.25%，这是去年12月以来
英国央行第七次加息。图为在英国伦敦，行人从英格兰银行前走过。 新华社/法新

费德勒（右）/纳达尔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球员们在赛后告别仪式上将费德勒（上）举起。 新华社发

加拿大气象部门23日说，横扫加勒比和百慕大地区的飓风“菲
奥娜”预计将于24日早上登陆加拿大东部，可能成为该国史上遭遇
的最强风暴之一。加拿大环境部说，“菲奥娜”预计将在新斯科舍省
布雷顿角岛登陆。届时“菲奥娜”可能减弱为风暴，但依然破坏力十
足，可能带来大风、暴雨和巨浪。图为9月23日，在加拿大哈利法克
斯，人们撑伞在雨中行走。 新华社/美联

飓风“菲奥娜”来袭
加拿大或迎史上最强风暴之一

古巴当选“77国集团和
中国”轮值主席国

新华社哈瓦那9月23日电（记者林朝晖）据
古巴国家通讯社拉美社23日报道，“77国集团和
中国”当天在纽约举行会议，古巴当选该组织
2023年轮值主席国。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
交媒体上说，古巴是第一次当选该组织轮值主席
国，这是“巨大的责任”和“至高荣誉”，这“不仅是
对我们国家的认可，更是一项巨大的责任，因为

‘77国集团和中国’是一个极为广泛和多样化的
多边协调机构，我们不会辜负对古巴的信任”。

古巴外交部多边事务和国际法司司长鲁道
夫·贝尼特斯同一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不
仅是一项神圣的责任，也是对我们为捍卫南方利
益所付出努力的认可。”

77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由发展中国家
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加强团结合作以加
速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不是77
国集团成员，但一贯支持该组织正义主张和合理
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77国集团
关系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通过“77国集
团和中国”这一机制开展协调与合作。“77国集团
和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
有130多个成员国。

叙利亚海域移民船沉没事件
死亡人数升至77人

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23日电（记者汪健）叙
利亚卫生部长加巴什23日对媒体说，叙海域22
日发生的移民船沉没事件已造成77人死亡。

加巴什表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死亡人数可
能还会增加，20名获救人员正在叙西部沿海城市塔
尔图斯接受医疗救治，其中8人处于重症监护状态。

叙卫生部22日发表声明说，一艘载有移民的
船只在叙利亚海域沉没，已造成34人死亡、多人
受伤。据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消息，沉没船只上搭载100人至150人，而船只设
计载客量仅为30人。

尼日尔持续强降雨
死亡人数升至179人

新华社阿比让9月23日电 （记者郑扬子）
尼亚美消息：尼日尔内政部23日发表声明说，6
月以来，尼日尔多地持续强降雨，死亡人数已升
至179人。

声明说，持续降雨导致多起民众溺亡和房屋
倒塌事故，截至22日已有179人死亡、194人受
伤，超过24万人受灾，其中尼日尔南部马拉迪和
津德尔地区受灾人数最多。此外，多地畜牧业和
种植业遭受巨大损失。

尼日尔受灾地区降雨仍在持续，尼内政部呼
吁民众远离洪灾多发地带，注意躲避易坍塌的民
房。尼人道行动和灾害处理部已向受灾民众发放
粮食等生活物资。

每年7月至9月为尼日尔雨季。2021年，尼日
尔雨季洪涝灾害造成77人死亡，逾25万人受灾。

阿富汗首都一清真寺发生爆炸
致7死41伤

新华社喀布尔9月23日电（记者邹学冕）阿
富汗警方23日说，该国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当
天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41人受伤。

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立德·扎德兰在社交媒
体上说，23日下午，一辆安置有炸弹的汽车在喀
布尔瓦齐尔·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汗清真寺门口发
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41人受伤。爆炸发生时
有参加宗教活动的民众从门口经过。

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
上说，这一袭击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制造了这起爆
炸事件。

近日，阿富汗各地爆炸事件频发。喀布尔第
三警区本月21日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
亡、13人受伤。

乌干达埃博拉
确诊病例增至11例

据新华社坎帕拉9月23日电（记者张改萍）
乌干达卫生部23日发表声明说，该国中部穆本德
区已累计确诊11例埃博拉病例，包括确诊和疑似
病例的累计死亡病例达11例。

乌卫生部23日说，在过去24小时里，穆本德
区新增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11例。新
增3例死亡病例，包括确诊和疑似病例的累计死
亡病例达11例。目前住院病例有25例，其中确
诊病例6例，疑似病例19例。乌卫生部快速反应
小组正在穆本德区追踪埃博拉接触者，已累计登
记密切接触者58人。

乌卫生部20日表示，该国中部穆本德区暴发
埃博拉疫情，一名24岁男性死亡。这是2019年以
来乌干达报告的首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世界卫生
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声明说，乌方确认的死亡
病例感染的是相对罕见的苏丹型埃博拉病毒。

乌干达科学家表示，仍在调查疫情的来源，并
警告说，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不同，目前没有针
对苏丹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

世卫组织表示，苏丹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
情此前曾发生过7次，4次在乌干达，3次在苏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