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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安财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400MA6DR629X7)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000万元。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
我公司将按相关程序办理注册资本减资手续。

联系人:严俊 联系电话:33281680
联系地址:安顺市西秀区市府路市政府大院内A楼一层

安顺市安财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8日

贵 州 鑫 铖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20423MA6GYDBN1C)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减至人民币5万元。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我公司将按
相关程序办理注册资本减资手续。

联系人:焦开灿 联系电话:18084303840
联系地址: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环翠街道镇宁“天瀑城

综合体”
贵州鑫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安顺“金谷花园”小区物业服务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为金谷花园前期物业服务项目，招标人为安顺海烨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金来自

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一、项目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编号:JGHY-2022
2、项目概况:招标建筑面积49424㎡
3、项目地址：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两所村内
4、招标范围:前期物业服务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物业管理，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应当具有物业经理上
岗证或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4月19日至2022年4月25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每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安顺市西秀区苗岭屯堡展示中心
三楼会议室报名。

2、报名时须携带以下证件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贰套:(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未办
理三证合一的企业须另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2)物业经理上岗证或物业管理师职业资
格证；(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4)被授权人身份证。

四、联系方式
招标人:安顺海烨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两所村村内

2022年4月18日

●遗失刘亦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V520260710），声明作废。
●贵州多彩万象旅游城开发置业有限公司遗失电梯编号为

141201195和141201196的电梯使用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翔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陈伟私章，

声明作废。
●遗失御百氏（贵州）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7119000493503），声明作废。

●遗失贾良优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20259941），声明作废。
●遗失西秀区锁记牛肉粉馆贵州省小餐饮登记证（登记编号：黔餐

证字040211292），声明作废。
●贵州远通和悦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票号：01509834，代码：5200202130，声明作废。
●王兴红遗失安顺百里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10栋1-17-2室购

房定金收款收据，票号：9184275，声明作废。

遗 失 启 事

减 资 公 告 减 资 公 告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4 月 18 日电
土耳其安全专家、退役海军将军图尔科
尔·埃尔图尔克近日表示，美国自认为
在北约中的地位高人一等，并利用这个
联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埃尔图尔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北约是针对苏联而建立的。苏
联解体后，北约改变了威胁的定义。近
些年来，北约把俄罗斯当作新的威胁。

埃尔图尔克表示，在北约中，成员
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建立在相互信任、
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然而，美国
在北约中的所作所为破坏了成员国的
平等原则。

埃尔图尔克表示，土耳其自1952
年加入北约以来，对与美国的关系存
在担忧和保留意见，双边关系多次因
一系列问题而紧张。尽管土耳其是北
约成员国，然而在土耳其国内，许多有
知识、有文化、了解安全问题的土耳其
人反对北约。

谈及俄乌冲突时，埃尔图尔克表
示，北约无视俄罗斯的安全担忧向东扩
张的想法是“不可接受”和“错误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
向俄方承诺，北约的军事存在不会向东
延伸。但这些承诺没有得到遵守，这是
不可接受的。

土耳其安全专家：

美国利用北约实现自身目的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16日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乌克兰马里
乌波尔市除亚速钢铁厂之外的所有城
区，乌军剩余力量和外国雇佣军被封锁
在亚速钢铁厂内。俄国防部同日敦促亚
速钢铁厂内乌军在最后期限前投降，遭
到乌军拒绝。

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围绕马里乌波
尔的争夺已持续一个多月。这座人口
40余万的城市是乌克兰东南部亚速海
沿岸重要港口和交通要道，对俄乌而言
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争夺马里乌
波尔的结果将对整个俄乌冲突局势产生
重要影响。

拒绝投降

科纳申科夫16日表示，俄军3月11
日包围马里乌波尔时，乌军约有8100
人。在随后的冲突中，乌方战损约为
4000人，另有 1464名乌方军人投降。
目前亚速钢铁厂内共有约2500名乌武
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

俄国防部16日发表声明说，出于
人道主义考虑，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和
雇佣兵凡是愿意弃械投降的，都能得到
安全保障。从莫斯科时间17日清晨6

时（北京时间11时）到13时（北京时间
18时），放下武器的乌军可以离开亚速
钢铁厂。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表
示，马里乌波尔的情况很困难，“我们的
军队被封锁，那里正在发生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药
物”。但他强硬表示，如果留在马里乌波
尔的乌军被消灭，乌克兰将停止与俄罗
斯的谈判。

俄方给出的最后期限过后，马里乌
波尔的乌军并未投降。一些媒体援引乌
方官员和守军指挥官的话称，乌方拒绝
投降。而科纳申科夫通报，俄方截获的
无线电信息显示，乌方禁止马里乌波尔
的乌军就投降进行谈判，并命令射杀投
降者。

为何难打

分析人士认为，俄方之所以难以攻
克马里乌波尔，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马里乌波尔城市环境复杂。
作为工业城市，这里遍布重工业建筑，各
类工厂成为由钢筋水泥铸成的“堡垒”，
抗打击能力强。俄军事专家安德烈·科
什金说，亚速钢铁厂占地面积堪比工业

园区，仅地下结构就有8层，地下通道长
度累计超过24公里。

其次，乌方比俄方更加熟悉马里乌
波尔地形。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在控
制马里乌波尔的数年时间内，已将这座
城市改造为坚固的防御据点。

第三，双方战术策略导致僵持局
面。自俄方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
来，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马里乌波尔
人道主义通道开通工作。俄方多次指责
马里乌波尔的乌民族主义武装分子以平
民为“活盾牌”来阻遏俄军攻势。

此外，自俄乌冲突以来，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国家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和
军事援助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马里乌波尔守军的战斗意志和能力，增
加了俄军攻城的难度。

意义重大

马里乌波尔地理位置重要，具有极
高的军事战略价值，俄军如果拿下它就
能打通从乌克兰东部到克里米亚的陆
上走廊，并获得新的战略战术选择。俄
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
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说，马里乌波
尔是乌军的重要集中地和防御中心，占

领这座城市将为俄军在其他地区的军
事任务腾出大量兵力，俄军将可以与顿
巴斯地区民间武装完成整编合并，加速
推进完成在顿巴斯地区的特别军事行
动任务。

马里乌波尔对乌克兰经济具有重要
意义。这里是乌克兰钢铁工业中心，伊
里奇冶金厂、亚速钢铁厂等对乌克兰经
济非常重要。马里乌波尔港是亚速海沿
岸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港口，也是乌钢
铁、粮食等产品的出口枢纽。不少媒体
分析指出，俄军若控制了马里乌波尔就
相当于控制了乌克兰的经济命脉，并将
控制亚速海。

同时，马里乌波尔对俄乌双方士气
也有重要意义。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亚
速营”是俄方眼中的民族主义武装分子，
占领该地、消灭“亚速营”对于俄完成特
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中的“去纳粹化”至
关重要。俄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舒
雷金表示，马里乌波尔对乌克兰而言是

“抵抗的象征”，这座城市控制权的归属
将极大影响俄乌双方的士气。俄军事专
家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认为，如果俄方
占领马里乌波尔，乌方很可能将不得不
回归谈判。

拉美多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和死亡
病例近期持续减少。古巴、智利、厄瓜多
尔等国在推进疫苗加强针接种的同时，
逐步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专家认为，疫
苗接种和调整防控政策有助于经济复
苏，但仍需对新的变异新冠病毒出现等
风险因素保持警惕。

古巴公共卫生部13日宣布，将为该
国12至18岁的青少年接种加强针。加
强针将继续使用其自主研制的阿夫达
拉、“主权02”和“主权Plus”三款新冠疫
苗，在完成第二针接种6个月后接种。

古巴过去一周新增确诊病例从前一

周的4290例降至2899例，新增死亡病例
从前一周的4例降至1例。哈瓦那大学数
学与计算学院院长劳尔·吉诺瓦特日前在
疫情防控例会上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古
巴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将继续减少，但预防
措施必须维持，风险意识不能放松。

阿根廷14日开始为民众接种第二剂
加强针，接种从该国人口最多的布宜诺斯
艾利斯省开始，然后扩大到其他地区。布
宜诺斯艾利斯省卫生部门负责人尼古拉
斯·克雷普拉克表示，接种加强针能提升
该地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的能力，但卫生
部门仍将对新变种的出现保持警惕。

智利政府14日宣布该国中低风险
地区室外不再强制戴口罩，但在高风险
地区、室内场所以及无法保持一米以上
社交距离的地方，民众仍需戴口罩。智
利流行病学专家薇薇恩·巴切莱特表示，
戴口罩在很多场合是必要的，因为戴口
罩不仅能够减少新冠病毒传播，还能预
防其他传染性疾病。

巴拿马卫生部15日提醒民众，新冠
疫情尚未结束，民众应遵守防疫措施。
娱乐场所可以正常营业，但必须检查顾
客的疫苗接种二维码或疫苗接种卡。

厄瓜多尔卫生部长加尔松12日宣

布，自18日起，民众进入商场、电影院、
餐馆等公共场所时，须出示显示本人已
完成加强针接种的疫苗接种卡。厄卫生
部数据显示，该国82.62%的目标接种人
口已完成2剂疫苗接种，33.08%的目标
接种人口接种了加强针。她表示，较高
的疫苗接种率为该国社会经济重启发挥
了积极作用。

哥伦比亚上周单日新增确诊和死亡
病例继续保持低位。哥伦比亚卫生和社
会保障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及时完成
疫苗全程接种或加强针接种，并在室内
及人员聚集场所正确戴口罩。

拉美多国疫情趋缓 专家呼吁仍需保持警惕
□新华社记者 王钟毅

马里乌波尔为何成为俄乌冲突焦点
□新华社记者 黄河

新华社科伦坡4月18日电 斯里
兰 卡 总 统 戈 塔 巴 雅·拉 贾 帕 克 萨
新 任 命 的 17 名 内 阁 部 长 18 日 宣
誓就职。

当天宣誓就职的内阁部长包括电
力和能源部长、卫生部长、农业和灌溉
部长、渔业部长等。目前斯内阁有21
人，除上述部长外，还包括戈塔巴雅、总
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此前就职的外
交部长和财政部长。

斯里兰卡3月底以来面临外汇匮
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问
题，并引发抗议活动。3日晚，除戈塔巴
雅和马欣达留任外，斯内阁其余成员集
体递交辞呈。

斯里兰卡财政部 12 日发表声明
说，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局势等因素影
响，该国已不可能正常偿还外债，政府
因此决定，在完成债务重组前，暂时中
止偿还全部外债。

4 月 18 日 ，
“太平洋探险家”
号邮轮停靠在澳
大利亚悉尼港。

受 新 冠 疫 情
影响，澳大利亚国
际邮轮业损失惨
重。近日，新南威
尔士州旅游局宣
布重启国际邮轮
业，“太平洋探险
家”号成为两年来
首艘驶入悉尼港
的国际邮轮。据
介绍，乘客需满足
全程接种新冠疫
苗、新冠检测阴性
等条件方可登上
邮轮。

□据新华社

“禁航”两年后
悉尼港迎来首艘国际邮轮

以“疫情与世界：共促全球发展，构
建共同未来”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定于4月20日至22日在
海南省博鳌镇举行。本届论坛年会将
围绕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疫后世界经
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对话
和交流，凝聚共识，贡献智慧，力图为处
于十字路口的世界，谋划未来发展方式
与方向。

眼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
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本届论
坛年会既探寻弥合分歧的良方，也将为
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全球
治理蓝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介绍
说，为筹备好年会，论坛征求了发起国、
理事、咨委、会员、合作伙伴、学界、媒体
等有关各方的意见与建议，“团结”“信
任”“合作”“发展”成为有关各方的共同
期盼。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行30多场
分论坛和活动，议题讨论集中在六个方
面，呼应了有关各方的关切和诉求。

第一是疫情防治。当前，疫情仍在
全球起伏反复，疫苗分配不均、病毒不断
变异等因素，极大阻碍了疫情防控的步
伐。本届论坛年会将进一步总结全球抗
疫经验，探讨如何缩小“免疫鸿沟”。

第二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总体
上保持复苏势头，但各经济体复苏很不
均衡。作为一个以经济议题为主的论
坛，本届论坛年会将一如既往地探讨全
球经济走势以及产业链、通货膨胀等一
系列相关问题。

第三是绿色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经历了世纪疫情，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
更加重视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积

极推进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本届
论坛年会将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更多
聚焦于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方法，探讨
如何促进各国和世界的包容性发展。

第四是数字经济。当前，数字经济
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为疫后世界经济
复苏带来新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如
何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协调，进一步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同时维护公平竞争，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都将成为本届论坛年
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第五是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方
面，本届论坛年会将一如既往地发出支
持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呼声，积极促
进全球治理，推动合作发展、包容发展、
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第六是亚洲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
的新发展。今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本届论
坛年会将进一步探讨如何用好RCEP
带来的机遇，如何继续深化亚太区域
合作。

发展是后疫情时代的关键词。为
此，需要以果敢和坚毅共同面对、努力
破解人类社会难题；需要支持彼此抗疫
努力，加强检测、治疗以及疫苗合作，早
日战胜疫情；需要恢复经济增长，促进
就业与培训；需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
紧迫感，拥抱绿色产业革命机遇，加大
绿色技术投入，形成碳定价国际协调机
制；需要加强数字治理，促进数字经济
有序健康发展与跨境合作；需要抓住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的
机遇，推动亚洲经济融合与大市场建
设，强化产业链韧性与协作，通过区域
一体化驱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十字路口的博鳌思考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主题、议题解析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陈凯姿

斯里兰卡17名新任内阁部长
宣誓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