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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校发现社会上存在冒用“三亚市老年大学”
名义开展招生收费及表演活动等行为，严重侵犯了我
校的合法权益，并对我校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
我校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校是在三亚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组织
部直接管理的全市老干部非学历教育单位，招生不收
取任何费用，招生通告由我校统一对外发布，招生工作
由我校办公室具体负责。

二、我校不存在任何性质的学员社团组织，学员活动
均以我校名义开展，并由我校办公室负责对外联络。凡
以我校学员社团名义组织的活动均视为侵权行为。

三、对冒用我校名义的单位或个人，我校将保留对
其侵权行为或其它不法行为诉诸法律的权利。如发现
冒用我校名义的行为，请及时与我校联系，联系电话：
0898-88272240。

特此声明。
三亚市老年大学
2021年 5月 18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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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金智琳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壹仟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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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中铁黎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仅限中铁黎客国际
酒店使用）遗失其公司名下的4台电梯产品合格证，编号
为：ELE.008187、ELE.008186、ELE.008627、ELE.00826，
现声明作废。
★三亚福禧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司财务章、法人私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三亚云舒森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 王 武 刚 不 慎 遗 失 车 辆 合 格 证 原 件 ，车 型

DFL6460VENM6-XWBC2；车 色 ：珠 光 白 ；VIN 码 ：

LGBMCDE44JS631764；发动机号：QR25426973D；出

厂 日 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合 格 证 编 号 ：

WAC244003248690；现声明作废。

★三亚福禧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20001318302, 现 声 明 作

废。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9

9 38

海棠湾 5

42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7

40

鹿回头

41

----亚龙湾

397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19 日 16:00 至 20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6 42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6 53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0 日电
（记者 刘品然 孙萍）当地时间 5
月 19 日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冰岛出席
第 12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
间单独会晤。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两国
外长首次面对面会晤。因美俄关
系滑向“冰点”，双方近期又释放出
希望元首会晤的信号，这次冰岛会
晤时机微妙，备受关注。双方此次
会晤有哪些任务？择址冰岛首都
有何巧合？美俄关系前景怎样？
请看新华社记者的报道——

■各自表态：分歧不是秘密

分析人士指出，从会晤结果来
看，美俄在军控、气候变化、朝核、
阿富汗等问题上还是可以坐下来
谈，但达成成果有难度。会晤后，
双方表达了合作意愿，但同时也承
认两国存在巨大分歧。

布林肯说，拜登政府希望与俄

罗斯建立“可预测的、稳定的”关
系，双方可以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开展合作，包括应对新冠疫情、阿
富汗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但他同
时表示，美俄之间“存在分歧不是
秘密”，如果俄罗斯对美国的伙伴
和盟友采取进攻性行动，美国将做
出回应。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双方存在
“严重分歧”，但希望与美国在共同
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并能取得积
极成果，尤其是在战略稳定问题
上。他认为，俄美可以商讨任何话
题，但一定要坦诚互信。

■两个任务：控温+预热

——为何此时会晤？
第一，控温。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

分析人士指出，自美国拜登政府上
台，美俄对抗激烈程度快速达到近
年来峰值，双方在乌克兰、网络安
全、人权、干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

明显、对抗加剧，美国已对俄罗斯
实施两轮大规模制裁，双方还互相
驱逐外交人员。

双方目前可能都已意识到，对
抗不断升级带来巨大不可预测性，
需要面对面交流控一控温度。

第二，预热。
拜登4月曾提议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今夏在欧洲举行峰会，5月初
又表示希望能在 6 月访欧期间与
普京会晤。美国媒体认为，布林肯
和拉夫罗夫会晤的任务之一是为
美俄峰会沟通。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对俄
有何变化？

在个人风格上，两者有一定区
别。比如，特朗普在口头上对普京
和俄罗斯相对比较克制，而拜登则
毫不客气，甚至将普京称为“杀
手”。

在战术层面，拜登政府有两个
特点更鲜明：一是打人权牌和地缘
政治牌，利用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
内所谓中毒事件孤立俄罗斯，怂恿

乌克兰政府将乌克兰东部问题闹
大；二是搞小圈子，拉着欧洲盟友
一起打压俄罗斯，美欧同日宣布因
纳瓦利内事件制裁俄罗斯、欧洲多
国跟着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不过，从长期来看，美俄关系
有两个“不变”——美国将俄罗斯
视为威胁，对俄罗斯的遏制打压政
策不会变；美俄在地缘政治、战略
平衡等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美俄
关系低位运行也不会变。

■一个巧合：峰会可期？

此次美俄高层会晤选在冰岛
首都雷克雅未克。巧合的是，1986
年10月，当时的美苏领导人就是在
雷克雅未克会晤，就美苏大幅削减
核武器的提议展开探讨。尽管双
方当时没能达成一致，但国际关系
学者普遍认为，那次会晤为美苏一
年后签署《中导条约》铺平了道路。

时过境迁。随着两国对抗升
级，美俄2019年相继退出《中导条

约》，加剧国际军控矛盾，冲击全球
战略稳定。

曾任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威廉·考特
尼告诉新华社记者，鉴于双边关系
在多领域处于紧张状态，美俄今年
2 月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
长 5年算是近期一个难得亮点，接
下来双方应就整体战略稳定进行
讨论。

考特尼说，美俄元首如果能在
双边关系整体紧张时会晤，有助于
挽救互信，但也不必对峰会成果期
待过高。相对可实现的目标包括，
双方同意就战略稳定展开会谈、部
分恢复派驻对方国家使馆的外交
人员。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4月刊文指出，近年来
俄美关系实际上从竞争转向对抗，
基本上回到了冷战时期。他提到，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领
导人在局势俨然“离战争还有 5分
钟”之际作出让步。

冻成这样，美俄关系有解吗？

新华社明斯克5月 19日电 白俄罗斯西南部布
列斯特州19日发生一架军用教练机坠毁事故，导致
两名飞行员丧生。

据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失事飞机
为雅克-130教练机。该机当天在布列斯特州巴拉
诺维奇市附近进行飞行训练时出现技术故障，机上
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弹出机舱，但未能生还。

另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飞机坠地后发生爆炸并
起火，爆炸产生的碎片导致部分房屋受损，一名当地
居民受伤。白俄罗斯军方已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白俄罗斯一军用教练机坠毁
两名飞行员丧生

新华社华盛顿5月 19日电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
尔·纳尔逊19日发表声明，祝贺中国祝融号火星车
传回影像。

中国国家航天局 19 日发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过程两器分离和着陆后祝融
号火星车拍摄的影像。纳尔逊在美航天局官网发
表的这份声明中说：“祝贺中国国家航天局接收到
来自祝融号火星车的首批影像！”

纳尔逊说，随着国际科学界发射到火星上的机器
人探测器不断增加，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期待祝
融号的新发现能推进人类对这颗红色星球的认识。

他还表示期待未来的国际发现，能够帮助了解
并开发出人类踏上火星所需的能力。

天问一号携祝融号火星车 15日成功在火星乌
托邦平原南部着陆，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迹，
迈出了中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美航天局局长祝贺
祝融号火星车传回影像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9 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
仙来）美国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 19 日投票通
过一项法案，要求成立跨党派独立委员会，调查 1
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法案目前已提交国会参议
院，但过关前景尚不明朗。

众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252票赞成，175票反
对。有35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阵营，投了赞成票。

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国会将授权成立跨党派独
立委员会，责成其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国会山骚乱的
调查结果最终报告，并就如何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
件提出建议。

美国众参两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和麦康奈尔先
后表态，反对这项法案。

1月 6日，支持时任总统特朗普推翻 2020 年总
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长达
数小时，正在那里举行的认证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
联席会议被迫中断。事件造成包括1名国会山警察
在内的5人死亡。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成立独立委员会
调查国会山骚乱的法案

新华社华盛顿5月 19日电
（记 者 刘 品 然）美国总统拜登
19 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通话时表示，他期望巴以冲突
能“显著降级”。内塔尼亚胡则
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对加沙地带
的军事行动。

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

拜登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期望
冲突能“显著降级”，冲突方走上

“停火之路”。
据以色列总理府 19 日晚发

表的声明，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
感谢美方“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
持”，并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对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当天早些

时候，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
没有结束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
的“时间表”。

这是拜登一周来第四次与内
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 17 日在
与内塔尼亚胡第三次通话时首
次表态支持巴以停火。

另据美国五角大楼消息，美

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与以色
列国防部长甘茨通电话，敦促巴
以冲突降级。

连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武装组织与以色列的严重冲突
持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引发国际
社会严重关切。

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再度通话
期望冲突能“显著降级”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言人阿什拉夫·齐德拉 19日说，以
军从 10 日开始的这轮空袭和炮击迄今已造成巴方至少 218
人死亡，其中包括63名儿童和36名妇女，另有1510人受伤。

新华社发

以军空袭和炮击
已造成
巴方超过两百人死亡

5 月 19 日，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参加示威活动。

这是 5 月 20 日拍摄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
卫生组织总部外景。

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 5 月 24 日到 6 月 1
日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摄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举行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 5 月 19 日电
（记者 陈静 徐谦）芬兰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技术，可在
10分钟内获得检测结果，与需耗时数
小时的核酸检测相比，效率更高。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在19日发布的
新闻稿中说，这种基于病毒抗原的检测
技术可应用于快速诊断新冠病毒感染
以及其他类型呼吸道感染。研究结果
已发表在美国《微生物学》网络杂志
上。

该技术基于“时间分辨荧光共振
能量转移”现象，即当两个光敏分子彼
此足够靠近时，能量会在它们之间传
播。新技术通过对全血或血清样本的
分析，来检测病毒颗粒或人体蛋白质，
这一技术此前曾用于快速抗体检测。

在实际操作中，将取自测试对象
的鼻咽拭子混合在含有识别新冠病毒
刺突蛋白的抗体检测溶液中。标有荧
光标记的抗体与病毒颗粒结合，形成
分子复合物。应用上述技术进行分
析，便可确认这种分子复合物的存在。

参与技术研发的赫尔辛基大学尤
西·海波约基介绍，新检测技术与核酸
检测一样准确，测试所需设备仅为台
式计算机大小。这种检测方法对于检
测人员也相对更加安全，因为病毒混
合到检测溶液中后很快被灭活。

新华社德黑兰5月 19日电（记者
王守宝 高文成）伊朗总统鲁哈尼 19
日表示，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取
得重大进展。

鲁哈尼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说，伊朗
在过去几天的会谈中取得重大进展。
伊朗在谈判中的一个目标是使“敌人”
承认其错误。由于伊朗的耐心和抵
抗，伊朗已使美国承认其“错误”。

鲁哈尼还批评伊朗国内一些政治
团体反对伊核协议相关方正在进行的
会谈。他表示，无论国内反对派如何
抵制，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都将“以伊
朗民族的胜利而结束”。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
划，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 年 5 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
采取的措施“可逆”。为讨论美伊两国
恢复履约问题，伊核协议相关方今年
4月初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谈。

伊朗总统表示伊核谈判
新一轮会谈取得重大进展

芬兰研发可10分钟出结果的
新冠病毒检测技术

5 月 20 日，巴勒斯坦人在
加 沙 地 带 城 市 汗 尤 尼 斯 查 看
遭空袭的建筑。

5 月 20 日，在加沙地带城市汗尤尼斯，巴勒斯坦人从遭空袭的地区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