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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组织部队开始撤离哈萨克斯坦
全国14个地区已完成反恐行动并解除“深红”级别恐怖威胁预警

招标公告
珠海市百分百商业有限公司

七楼部分装修工程，预算金额：
977935.03元，工期30日历天。

报名时间：2022年 1月 14日
至2022年1月20日。

具体招标内容详见珠海市百
分 百 商 业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www.zhbfb.com/）。

联系人：王小姐。
电 话：0756-8980992。

珠海市百分百商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3日

菲普洛控股（珠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
5FLBY8D，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册
资本由原来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
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我司于珠海市地区承建珠海科技创新海岸（北围）A区、B区市政道路工程

十一标段已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该项目部拟撤销。请在本通告刊登发布之日
起30日内，携带公司营业执照（或个人身份证）原件、与该项目部之间存在债务
关系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与本公司联系办理，逾期将视为弃权处理。

公司联系电话：0755-82206765
公司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8号联兴大厦4楼

深圳市中邦（集团）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通 告

请在上述范围内有坟墓的户
主务必在2022年1月15日前自行
将坟墓迁出上述范围，逾期不迁出
的，我村委会将在项目附近另寻位
置作暂存处理，我村委会不承担任
何责任。

联系单位：珠海市斗门区井岸
镇坭湾村民委员会

联系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
镇井湾路113号

联系电话：0756-2786269、
13016391581（周先生）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坭湾村民委
员会

2022年1月6日

J1:X=2455986.3030,Y=38425843.0030;

J2:X=2456003.7310,Y=38426004.6639;

J3:X=2456007.1725,Y=38426041.2090;

J4:X=2455801.2994,Y=38426102.3697;

J5:X=2455770.9890,Y=38426082.6680;

J6:X=2455715.4730,Y=38426083.9130;

J7:X=2455714.7720,Y=38426083.1750;

J8:X=2455704.0840,Y=38426073.3880;

J9:X=2455699.3670,Y=38426043.4640;

J10:X=2455682.1860,Y=38425995.6480;

J11:X=2455671.0119,Y=38425887.3932;

J1:X=2455986.3030,Y=38425843.0030;

为了尽快推进坭湾村牛栏场地块开发项目的建设，促进我村经济的快速发
展，确保整体开发项目的顺利施工。以上项目涉及范围：坭湾村牛栏场西坑水
库排洪渠以北100亩用地范围，界址点坐标如下：

公 告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分行
英文名称：BANK OF GUANGZHOU CO.，LTD.GUANGDO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HENGQIN BRANCH
机构编码：B1041B344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71973
设立日期：2016年6月16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营业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汇通二路178号商铺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电话：0756-2991008
发证日期：2022年1月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22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社政字第
030562 号，代码 079530425），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强横赛极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西部南天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原公章、财务章、私章各一枚；开
户许可证，印鉴卡各一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渔生文化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箭遗失发票：0000605020，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进豪商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
400MA4W1QQN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泓耀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帝濠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健康水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0000083560；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伊一美甲美容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广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及其备案证明，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正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13日电 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秘书长
扎斯13日在阿拉木图市宣布，集安组
织维和部队从即日起开始撤离哈萨
克斯坦，并于10日内完全撤出。

哈方当天在阿拉木图市为集安
组织维和部队举行送行仪式。哈国
家反恐指挥部同日宣布，当前哈安全
局势整体稳定，全国14个地区已完成
反恐行动并解除“深红”级别恐怖威
胁预警，在阿拉木图州和江布尔州的
反恐行动仍在持续。

另据哈通社报道，哈总统托卡耶
夫12日在首都努尔苏丹会见扎斯，就
集安组织近日给予哈方的支持与援
助表示感谢。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13日发布消
息说，集安组织维和人员已开始将保
护哈方设施的任务移交给哈执法机
构。此外，俄维和部队已开始准备整
理装备和物资，并将同哈方配合完成
俄维和人员撤离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同日表示，
参加在哈维和任务的吉武装部队人
员将于14日从阿拉木图州撤离，返回
吉国内驻地。作为集安组织成员国，
吉方于本月7日向哈派遣了150名维
和人员。

右图：1月13日，在哈萨克斯坦阿
拉木图，俄罗斯军人参加哈方为集安
组织维和部队举行的送行仪式。

新华社/路透

世界卫生组织12日警告，新冠
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依然危险，尤
其对那些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而
言。

据路透社报道，截至9日的一
周，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00万
例，比前一周增加55%，创疫情暴
发以来单周新增确诊最高纪录。

“感染人数大幅增加由奥密克
戎导致，它在几乎所有国家迅速取
代德尔塔（毒株），”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说，“尽管奥密克戎
引起的症状不如德尔塔严重，它依然
是一种危险的病毒，尤其对那些没有
接种疫苗的人而言。”

谭德塞认为，全球仍有不少人未
接种新冠疫苗，因而不能放任奥密克
戎毒株蔓延。“传播越多意味着更多人
住院、死亡、停工……会加大另一种变
异株出现的可能性，它可能比奥密克
戎传染性更强、更致命。”

谭德塞说，全球眼下平均每周新

冠死亡病例约5万例，医院收治的新
冠病人“绝大多数”没有接种疫苗。他
承认新冠疫苗无法完全预防感染，但
强调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依然非常
有效。

按照世卫组织设定的目标，全球
各个国家和地区疫苗接种者占人口比
例到2021年底应达40%，2022年年
中达70%。然而，当前仍有90个国家
和地区接种人数占人口比例不足
40%；在非洲，逾85%人口尚未接种

新冠疫苗。
谭德塞呼吁孕妇接种新冠疫

苗。他说，孕妇染疫风险并不高，但
一旦感染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较大。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说，现在还不能说奥密克
戎“是一种可以欣然接受的病毒”。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范克尔克霍夫说，新冠病毒处于
演变为地方性流行病的进程中，“但还
没有到那一步”。 （新华社专特稿）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奥密克戎对未接种疫苗者“尤其危险”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2日
首度承认他曾在2020年违反新冠
防疫规定参加酒会并为此致歉。
约翰逊所在保守党部分成员以及
反对党要求他引咎辞职。

试图灭火

约翰逊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
接受质询，首次承认他2020年5月
参加在首相府花园举办的一场酒
会。那时英国施行“封城”防疫规
定，严格限制社交聚会。“我表示诚
挚的歉意。”约翰逊说，他当时认为
那是一场“公务活动”，参加酒会是
为了感谢身边工作人员在疫情期
间的付出。

“2020 年 5 月 20 日晚 6 时刚
过，我走进花园，向工作人员表示感

谢，25分钟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他说，“事后看来，我应该让每个人都
回去。”按美联社说法，约翰逊没有明确
承认违反任何规定，道歉是为平息众怒。

英国媒体10日曝光，约翰逊的首
席私人秘书马丁·雷诺兹组织上述酒
会。雷诺兹当时给超过100人发送电
子邮件，邀请他们“自带酒水”参会，大
约40名政府官员应邀参加，包括约翰
逊和当时还是他未婚妻的卡丽。

这一消息引发众怒。媒体记者
10日询问约翰逊是否参加了那场酒
会，他拒绝回答，只说政府高官休·格
雷正在调查这类事件。约翰逊的新
闻秘书还说，首相没有收到那封邀
约参加酒会的电子邮件。

屡陷风波

保守党部分成员和反对党对约翰
逊的致歉并不买账。

保守党苏格兰地区领导人道格拉
斯·罗斯说，约翰逊“地位不保”，“我认
为他不能继续担任保守党领导人”。

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说，
约翰逊辩称没有意识到自己参加的是
一场聚会，这一说辞“荒谬”，是对英国
公众的“冒犯”。斯塔默和其他一些反
对党议员呼吁约翰逊辞职。

约翰逊政府多次曝出防疫丑闻，
饱受舆论批评。

英国一家电视台去年12月初播
出一段首相府职员2020年12月录制
的视频，显示首相府内疑似举办圣诞
聚会，违反当时防疫规定。视频在互
联网引发广泛批评后，约翰逊被迫出
面道歉。

去年5月，时任卫生大臣马特·汉
考克与已婚女助手在办公室举止亲
密、违反新冠防疫规定，被闭路电视
监控拍到。汉考克在媒体曝光后道
歉并辞职。

2020年3月27日，约翰逊宣布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当天，他的时任高级
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作为密切接触
者，却公然违反“居家令”，驱车几百
公里前往父母家中。卡明斯正是“居
家令”制定者之一。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违规参加酒会
保守党部分成员以及反对党要求他引咎辞职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范凯尔克霍弗12日指出，随着
人们社交活动的增加，以及春季流感
病毒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的流行，预
计未来将出现新冠和其他呼吸道疾
病同时暴发的状况。

她敦促各国为此做好准备，确保
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的一体化运
行。近期，全球多国也报告了新冠病
毒和流感病毒“双重感染”病例。

同时感染这两种病毒症状会更
严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

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都属于呼
吸道病毒，感染后可能出现相似的症
状，如咳嗽、流涕、喉咙痛、发热、头痛
等，且都会通过说话、咳嗽、打喷嚏时
喷出的飞沫和气溶胶传播。

专家表示，冬季是流感高发期，
再加上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肆虐，同时感染流感与新冠的可能性
也在增加。

由于相关数据有限，目前尚不清
楚双重感染是否会导致更严重后果，
但同时感染两种病毒可能对人体免
疫系统带来更大打击。

世卫组织强调，若想防止新冠与
流感双重感染造成严重后果，最有效
方式就是分别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
疫苗，同时继续做好防疫措施，如保
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加强室
内通风等。

如何预防新冠
流感双重感染

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7%，创1982年6月以来最大同
比涨幅。这一显示美国通胀形势紧张的
最新数据公布后，各方对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强化。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高通胀主要受供
应链中断、劳动力短缺、大规模财政支出
政策以及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受新冠
疫情影响，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美
联储会提前加息的预期不断强化，“鹰派”
色彩日渐浓厚。

去 年 12 月 ，美 国 CPI 环 比 上 涨
0.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5.5%，创1991年
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数据还显示，尽管企业为填补职位空
缺而大幅加薪，但2021年美国员工实际薪
资不增反降，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平均时
薪低于上年。

与此同时，企业上调产品价格的预期
不减，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形势。美国全国
独立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去年12月，约
49%的小企业计划在未来三个月上调产品
价格。

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拉·豪斯认
为，CPI连续上涨让通胀形势“出现了很难
打破的惯性”，预计未来几个月CPI同比增
幅将保持在7%左右。

市场普遍预计，随着美国就业市场
接近充分就业，美联储今年很可能提前加
息，以遏制物价不断上涨。

根据美联储去年12月发布的预测，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8名成员一
致认为，今年美联储将至少上调一次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其中10名成员预计
将上调三次利率水平到 0.75%至 1%之
间。

美联储去年12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疫情初期实施
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已不再合理，比预期更
早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可能是必要的”。

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12日出席国会
听证会，同样对高通胀表示担忧，称“通胀
太高了，全国工薪阶层都很关心他们的薪
水还够不够花”。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项数据显示，市
场预计美联储在3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
的可能性接近79%，预计美联储今年加息
四次的可能性约为50%。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认为，通胀
持续高企和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将
推动美联储在3月、6月、9月和12月四次
上调联邦基金利率水平。鉴于通胀水平
可能仍远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在7
月启动资产负债表缩减进程，较此前预计
的12月大幅提前。

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美国CPI连续上涨

进一步强化美联储
加息预期

新华社联合国1月12日电 联合国大
会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12日说，8个联合
国会员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在
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这8个国家分别是伊朗、苏丹、委内瑞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刚果（布）、几内亚、巴布
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致
联合国大会的信件，11个国家已拖欠会费
两年以上，其中8个国家被取消在联大的
投票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如
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额等于或超过前两
年所应缴纳的会费，它们就会失去在联大
的投票权，除非可以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不
可控因素造成的。

根据古特雷斯的信件，科摩罗、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属于“由不可控因
素造成的”范畴，其2022年的投票权仍
可保留。同时，被取消投票权的8个国
家只要支付规定的最低金额，便可恢复
其投票权。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去年12月批准总
额为31.22亿美元的联合国2022年度常
规预算。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的分摊比
例以各国支付能力为原则确定。

八国拖欠会费
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新华社乌兰巴托1月13日电 据
蒙古国卫生部13日发布的数据，该国
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279
例。这是自去年10月20日以来该国
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再次超过 2000
例，累计确诊病例达401761例。

数据还显示，蒙古国当日新增新
冠死亡病例3例，累计死亡2006例。
截至目前，蒙古国约有5400名新冠住
院患者，另有近1.8万名新冠患者在社
区医疗机构指导下居家隔离治疗。

蒙古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逾4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