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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办公场所本月起对外招租，位于三
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 4 楼（整层 937
平方米），地段繁华，交通便利，整层出租，使
用率高，办公环境好，有停车场，随时看房，
价格面谈，有意向者请咨询卓先生。

联系人：卓先生
联系电话：13398989293
联系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

厦4楼

2021年 3月5日

办公场所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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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海南万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伍
仟万元整减为贰仟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遗 失 声 明

★三亚海棠星月北方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MA5RD34J0P,现声明作废。

★三亚海棠星月北方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三亚家喻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深以咨询服务（三亚）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
壹仟万元整减为壹拾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丽日社会工作服务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200MJY1912236),现公告：本社拟进行清算，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社申报其债权，逾期不
报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清算结束本社将向业务主管单位
和登记机关依法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三亚喜利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为长期不经营，现
正在办理注销，应付账款及应收账款由蒋国忠负责,特
此声明。

声明

公告、声明

根据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
的通知》要求,本报下列采编人员符合记者证发放条件,现予公示,欢迎
广大读者监督。

三亚日报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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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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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u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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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m3） AQI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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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2

海棠湾 14

69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2

74

鹿回头

64

7312亚龙湾

6515创意新城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9 日 16:00 至 10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5 68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 -- --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10 日电（记
者 凌馨 杜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勇日前在日内
瓦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
防疫措施成功、经济具备韧性和宏观
政策有效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三
大关键因素。

梁国勇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
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成功
的防疫措施是经济复苏的基础，中国
防疫措施得当、复工复产效果良好，
为经济快速复苏奠定了基础。

他说，中国在制造业、数字经济、
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独特
优势，使得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此

外，面对疫情冲击，中国政府采取的
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力度恰当、规
模适度，为经济提供了有效支持。

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成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如期完成。梁国勇认为，这将有力
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为未
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后世界经济

复苏提供新助力。
梁国勇同时指出，当前和今后较长

一个时期，中国将面临经济发展阶段跨
越期、国际经贸摩擦高发期和疫情冲击
恢复期“三期”叠加带来的挑战。应对
挑战，需要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进
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
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活力。

联合国专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有三大关键因素

新华社日内瓦 3月 9 日电 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 46次会议正在日内
瓦举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
国际交流协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少数民
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MyH2O吾水平台、天津市生态道
德教育促进会、呼伦贝尔环保志愿者
协会等中国社会组织于会议前夕向
人权理事会提交书面发言，生动阐释
中国人权理念、主张和做法，多角度
展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对世
界人权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于减贫和人权保护，有关发言
指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
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成
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和率先完成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得益于做到了积极作为、精准施策，
得益于坚持社会公平公正、重点保障
和改善民生。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扶贫核心
指标，重点在产业扶贫、教育、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住房保障五个方面采
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相关社会组
织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创新“互联网+”
扶贫模式，取得显著成效。

关于健康权，有关发言谈到，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
主动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物资捐赠、经
验分享等方式踊跃投身疫情防控。同
时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将中医药与
现代医学有机结合，通过在线会诊、建

立医患互动网络等提供医疗服务，助力
世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力保障健康
权这一基本人权。发言建议将传统医
学纳入各国医疗保健体系，更好地发挥
传统医学在应对疫情中的作用。

关于环境权，有关发言认为，推
动环境保护和公众环境权益维护在
保障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社会组织运用环境公益诉讼、深入基
层开展环境普法宣传、创建志愿律师
联盟、开展公共环保教育等方式，多
元化地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和进
步。中国青年社会组织致力于为农
村提供清洁饮用水，推动改善农村人
口健康环境、增强全民环保意识。

关于发展权，有关发言表示，中
国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了自身高质
量发展，更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

遇，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中国积极推动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坚
持促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发
展，有效推动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增
长，有力促进人权全面保护进程。

针对文明交流互鉴，有关发言认
为，应通过加强文明对话，增进世界
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就最迫切
的人权问题达成共识，共同寻找解决
方案，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人权理事
会等联合国机构应秉持公正、客观、
非选择性原则，通过推动各国加强文
明交流互鉴，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
求，让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深入人
心，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开展合作，
更好地保护和发展人权。

中国社会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书面发言

多方位宣介中国人权发展成就和主张

3 月 9 日，墨西哥伊达尔戈州阿卡克索奇特兰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疫苗接种的
准备工作。

墨西哥伊达尔戈州小城阿卡克索奇特兰 9 日开始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当地首批接种人群为 60 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 新华社发

墨西哥小城迎来中国疫苗

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9 日电（记 者
凌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
孔乔-伊韦阿拉9日呼吁新冠疫苗制造
商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以应
对当前全球疫苗供应短缺问题。

世贸组织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
中说，奥孔乔-伊韦阿拉在日内瓦出席

“全球新冠疫苗供应链和疫苗生产”线
上会议时说，目前全球新冠疫苗供应短
缺，仍有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在等待疫
苗到来，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会延
长疫情，损害经济。“合作应对这个全球
问题，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必须扩大新冠疫苗生产规
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奥孔乔-伊韦阿拉说。她表示，希
望疫苗制造商与世卫组织、民间社会团
体、企业协会等携手努力，找到扩大疫
苗生产的办法。

奥孔乔-伊韦阿拉说，得益于世卫
组织等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部分发展中国家已收到第一批疫
苗，但目前疫苗产量和交付量仍然较
低。她认为，扩大疫苗生产存在 3个制
约因素：原材料短缺、有相关经验的人
员不足、与部分国家出口限制和禁令等
相关的供应链问题。

世贸组织总干事呼吁
新冠疫苗制造商
在发展中国家增产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
姚均芳）中国人民银行 10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1年 2月我国人民币贷
款增加 1.36 万亿元，同比多增 4529
亿元，2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71
万亿元。

央行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月末，
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177.68万亿元，同
比增长12.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
年同期高0.2个和0.8个百分点。

2 月份人民币贷款分部门看，住
户贷款增加 1421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减少 2691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4113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2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497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万亿元，票
据融资减少 1855 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贷款增加180亿元。
存款方面，2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

加 1.15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294 亿
元。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17.29万
亿元，同比增长10.4%。

从货币供应看，2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 额 223.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0.7 个和 1.3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 额 59.3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4%，增速比上月末低7.3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

央行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2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7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8392亿元。2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91.36 万
亿元，同比增长13.3%。

2月金融数据出炉

人民币贷款增加1.36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
者 倪元锦）根据最新空气质量预测
预报结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此轮
PM2.5 污染过程将于 14 日后获得改
善。预计 15 至 16 日，受西北向冷空
气影响，区域空气质量自北向南会渐
趋改善；17至 19日，受可能的冷空气
影响，扩散条件转为有利，区域空气
质量以“1级优”“2级良”为主。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
心副主任柴发合表示，9日以来，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地面主要受弱气压场
控制，以静稳、高湿为主要特征的不
利气象条件将持续至 14 日，特别是
夜间至清晨时段，区域内近地面存在
逆温现象，且逆温强度逐日增强，大
气扩散能力大幅降低，以致污染物累
积和转化。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

示，7日起，北京全域PM2.5浓度逐步
攀升。截至10日12时，北京的PM2.5
浓度为城六区258微克/立方米，西北
部239微克/立方米，东北部223微克/
立方米，东南部 225 微克/立方米，西
南部246微克/立方米，全市陷入“5级
重度污染”或“6级严重污染”。

监测中心数据表明，污染主要发生
在山前及环渤海区域，专家对本次污染
过程来源解析显示，北京本地排放占
35%，区域传输占65%。区域传输位列
前三的是山东、河北南部、河南，分别为
13%、8%、6%。整体看，东南通道输送
约29%，西南通道输送约18%。

模型预报结果显示，直至15日冷
空气到来，北京上空的扩散条件方能
转好。在此之前，12日受降水天气及
弱冷空气影响，局部扩散条件略有改
善，但区域整体污染状况依旧。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污染过程将持续至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