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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一、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定支公
司白岩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马场镇滨河路马场司法
所一楼

机构编码：00000252042200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0日
邮政编码：562105
电 话：0851-3822818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代收

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
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二、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西

秀支公司大西南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西秀产业园区大道旁26

号地块恒信汽车城A区A7门面
机构编码：000002520402001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10月16日
邮政编码：561000
电 话：0851-33526765
业务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三、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岭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支公司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镇

环城路（徐瑛房屋）
机构编码：000002520424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6月23日
邮政编码：561300
电 话：0851- 37225194
业务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四、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岭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支公司花江营销服务部
支公司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花江镇富康大道大龙井路口唐光华房屋
机构编码：00000252042400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0日
邮政编码：561301
电 话：0851-3771159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代收

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
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五、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坝支公

司乐平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乐平村乐平加油

站对面唐明琴房屋
机构编码：00000252042100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1月17日
邮政编码：561100
电 话：0851-34695518
业务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六、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云苗族

布依族自治县支公司猫营保险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

街上
机构编码：00000252042500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0日
邮政编码：550800
电 话：0851-3523917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代收

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
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七、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坝支公司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中山路39号
机构编码：000002520421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6月23日
邮政编码：561100
电 话：0851-34695518
业务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八、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定支

公司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关镇文明路11号
机构编码：000002520422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6月23日
邮政编码：562100
电 话：0851-38228189
业务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1月29日
九、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云苗族

布依族自治县支公司
机构住所：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松山街

道紫阳路80号
机构编码：000002520425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6月23日
邮政编码：550800
电 话：0851-35233244
业务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2月28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
30分起在贵州嘉联华拍卖有限公司网络拍卖平台（www.
asjlx.com）公开拍卖公车1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乘 龙 牌 LZ3123M3AA 货 车 1 辆 ，车 牌 号 为 贵·

G07780
起拍价：68547.00元 保证金：2万元
二、展样、报名时间：2022年4月15日至2022年4月22

日12：00时止（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三、展样地点：西秀区北门望城坡水厂停车场
看车联系电话：13312402533
四、报名地点、咨询电话：
安 顺 市 西 秀 区 合 力 城 大 黔 门 综 合 楼 4 楼

（18685302017、18008530505）
五、报名须知
企业参与报名的，请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前来办理。委托人员前来办理的还需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
员身份证；个人报名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报名费200元）。

详情资料请到报名处领取查阅

贵州嘉联华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注销公告
安顺市新世纪电脑职业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520400099670417G）拟向登记管理部门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在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我公司将按相关程
序办理注销手续。

联系人：陈大友 联系电话：13985171737
特此公告

安顺市新世纪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2022年4月15日

声 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原“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 章 ”已 到 公 安 部 门 销 毁 ，启 用 新 备 案 编 号 为
“5204216008500”的财务专用章，请各合作单位及接洽部门
注意准确识别我公司新财务专用章。自登报之日起，任何形
式加盖非新备案编号财务专用章的文字材料我司概不认可，
一切法律责任由使用人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镇宁县天瀑城·观邸苑项目已经具备交付条件。凡购买上述房屋的买受人，且《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付日期
为2022年04月20日的，请于2022年04月20日开始携带本人身份证、购房合同、房款有关收据等资料原件及相关费用
前往天瀑城营销中心办理接房手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将视为已正式通知买受人办理接房手续。

特此公告
交房中心：镇宁县天瀑城营销中心 咨询热线：0851-36737111 物业客服电话:0851-36229229

贵州天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04月14日

拍卖 公告

●遗失安顺韦达一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声明
作废。

●遗失周天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20132611），声
明作废。

●遗失滕诗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20265090），声
明作废。

●遗失彭艺菲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 520604435），
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杰斐逊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声
明作废。

●订墓人王飞遗失安顺碧天园艺术园陵墓位证（墓位
证号：10040#；墓位：航空园1-C-8-4），声明作废。

●遗失镇宁自治县天香虾子羊肉粉面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204230001586），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开发区健民大米加工厂食品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SC10152049000098），声明作废。
●严发会遗失贵州普定凯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

据，号码：3069335，声明作废。
●段佳佳遗失贵州铭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号

码：4425328，声明作废。
●段佳佳遗失贵州普定凯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

据，号码：8802867，声明作废。
●代贞遗失贵州普定凯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

据，号码：9975861，声明作废。
●陈学前遗失贵州铭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

据，号码：2231429，声明作废。
●胡霞遗失贵州安顺凯欣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

据，号码2981105，声明作废。
●李顺丽遗失贵州普定凯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

据，号码：2064387，声明作废。

镇宁县天瀑城•观邸苑项目交房公告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北约动作频频，
在欧洲东部部署大量兵力，并持续向乌
克兰输送武器，近日更是宣布将在其东
翼地区作永久军事部署，并在北翼拉拢
瑞典、芬兰两个国家加入。

分析人士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无视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不
断东扩，是导致俄乌冲突爆发和升级的
根源。面对冲突升级和欧洲安全环境恶
化，北约非但不反思东扩危害，反而继续
侵蚀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剩不多的缓冲
地带，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无疑将使局
势更趋恶化。

东翼陈兵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接
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计划在北约东翼
地区作永久军事部署。他说，北约正处
于根本转型中，这一转型将反映出俄罗
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长期后果。

北约东翼国家通常指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斯
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俄乌冲突升级前，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
和波兰各部署一支作战部队，实行轮换
制，非永久驻军，此后北约将上述四支作
战部队规模增加一倍，并在上月底举行
的北约峰会上决定在另外四个东翼国家
分别部署作战部队。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不
少人质疑北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北约
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承诺“一英寸都
不会向东扩张”。然而在美国主导下，北
约在1999年后五次东扩，成员国从16
个增加到30个，向东推进1000多公里，
直抵俄罗斯边境。

北翼招新

除在东线增强部署之外，北约还在
北翼招徕新成员。斯托尔滕贝格近期多

次喊话，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北约将欢迎并确保迅速接纳它们。

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
策。苏联解体后，北约多次拉拢两国入
伙未果。俄罗斯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前后，芬兰和瑞典立场发生一些变化，分
别宣布向乌克兰运送反坦克武器和枪支
弹药等。

瑞典政府眼下仍在斟酌是否加入北
约，首相安德松表示，如果瑞典在现有局势
下向北约递交申请，可能会使欧洲地区更
不稳定、增加对立。芬兰总理桑娜·马林日
前则表示，芬兰将在夏天完成相关讨论。

加剧对抗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北约进一步扩大，包括接纳芬兰和瑞典
加入，将无助于欧洲安全。北约更像是
一种用于对抗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保障
和平与稳定的联盟。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成员德米特里·别利克认为，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寻求在俄边境附近建立军事
存在，并试图将中立国家拉入其阵营。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严重影响俄安
全，俄方对此绝不会无动于衷，将被迫采
取对等措施。届时，芬兰和瑞典非但不
能从加入北约中受益，还将陷入非常困
难的境地。

俄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认为，如果芬
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俄必将调整在
芬兰湾的军事部署，包括部署防空部队
和地面部队。

有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升级前，
俄罗斯曾数度向美国和北约“交底”“划
红线”，但均被无视。北约如今继续拱
火，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温。

美国前国会议员加巴德直言，美方
只要保证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可
以阻止战争爆发，但美国政府不这么做。

新华社日内瓦4月13日电 虽然近
期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
数持续下降，但世界卫生组织13日表
示，新冠大流行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并建议各国随时做好应对
准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记者
会上说：“有一个好消息。上周（全球新
增）新冠死亡病例数创下了自新冠大流
行早期阶段以来的最低纪录。”

据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周
报，在4月4日至10日这一周，全球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均连续第
三周下降。各国向世卫组织报告的新增
确诊病例超过70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超过22000例，与前一周相比分别下降
了24%和18%。

但谭德塞同时提醒说：“一些国家仍
出现了严重的病例激增，这给医院带来
压力。由于新冠检测（数量）已经显著减
少，我们监测（疫情）趋势的能力受到影
响。”世卫组织呼吁所有国家对至少5%
的新冠病毒样本进行测序，以跟踪病毒
变异情况。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目前正密切关
注一些奥密克戎亚型毒株，包括BA.2、
BA.4和BA.5，以及BA.1和BA.2的重组
毒株。世卫组织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博茨瓦纳和南非的科学家近期检测
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新亚型，已标记为
BA.4和BA.5。但由于样本和测序数量
有限，目前仍不清楚它们是否更具传播
性或危险性。

世卫组织新冠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
会发布了其最新建议。委员会认为新冠大
流行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并建议如果因新冠疫情导致住院人
数、重症监护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增加，并影
响到卫生系统的处置能力，各国应继续采
取基于证据和风险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
施，如戴口罩、居家隔离、勤洗手和改善室
内通风等，并随时准备根据病毒和人口免
疫力的变化迅速强化相关措施。

谭德塞建议说：“保护自己的最好方
法是接种疫苗，并依建议注射加强针；继
续戴好口罩，特别是在拥挤的室内空间；
室内人员应常开门窗通风，保证通风良
好。”

世卫组织：

新冠大流行仍属“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华社华盛顿4月13日电 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和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13
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就粮食安全
问题采取紧急行动，以应对粮食价格上
涨、供应短缺问题。

联合声明说，不断加剧的危机正冲
击全球，新冠疫情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俄乌冲突令形势雪上加霜。气候变化
等问题，持续对全球民众造成伤害。主
要作物价格急剧上涨且供给短缺，正使
世界各地家庭的压力不断增加，并导致
数百万人陷入贫困。

声明指出，最贫穷国家面临的威胁

最大，因为食物进口在其消费中占据很
大比重。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起来，
提供紧急粮食供给、资金支持、扩大农业
生产并开放贸易，为脆弱国家提供紧急
支持。声明敦促所有国家保持贸易开
放，避免采取限制性措施，不要对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的人道主义粮食实
行出口限制。声明还敦促国际社会通过
赠款等方式帮助满足紧急的融资需求。

四大组织还承诺，将利用其专长与
资金，迅速加强政策和融资支持，为脆
弱国家和家庭提供帮助，扩大受影响国
家的国内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

四大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
就粮食安全采取紧急协调行动

新华社联合国4月13日电 中国常
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13日在安理会关于
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
吁国际社会综合施策应对这一问题。

戴兵说，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性暴力持续被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
段，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深受其害。
中方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妇女和女童的
性暴力，呼吁国际社会综合施策予以应
对。一是厚植和平根基，加大冲突预防
和政治解决。二是打击恐怖主义，消除
恐怖和极端势力对妇女的侵害。三是
放大“她力量”，积极支持妇女发展与赋
权。四是坚持当事国主导，支持其追责
努力。

戴兵表示，在东亚地区也有一个冲

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群体。二战期间，中
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数
十万妇女和女童被强征为“慰安妇”，她
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性暴力，精神和肉
体遭受双重摧残。然而令人悲愤的是，
几十年来，日本国内始终有部分势力顽
固坚持错误认知，试图否认和“洗白”侵
略历史。就在上个月，日本政府审定通
过的部分教材中，再次通过文字游戏模
糊史实，试图淡化和逃避强征“慰安妇”
的历史罪责。中方严肃敦促日本正视
和反省侵略历史，以负责任态度处理强
征“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还受害者
和幸存者一个公道，给受侵略国家人民
一个交代，不要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
综合施策应对冲突中性暴力问题

陈兵又扩张 北约再拱火
□新华社记者 张章 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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