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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亭路（广东路至上海路）
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调整）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北海市城市排水设施管理处委托广西微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对茶亭路（广东路

至上海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调整）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位于北海市海城区廉州湾南部海域，工程拟通过对茶亭路（广东路至上海

路）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新建雨水排放管道最终将雨水排海。本项目涉海水工构筑物

为园林局海滩段雨水矩形方沟，设计雨水矩形方沟B×H=5.0m×2.5m，矩形方沟长

427m，约40m设置一处雨水检查井。同时为保障项目施工，拟在雨水矩形方沟四周布

置沙袋围堰和钢栈桥。工程附近的海城区公众可以通过登录北海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

http://xxgk.beihai.gov.cn/bhscspsssglc/tzgg_86518/202111/t20211122_2664774.html)

或前往建设单位指定地址(北海市北部湾东路15号)査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详细信

息，并可在登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发送至指定

电子邮箱（bpssjk@163.com）。建设单位：北海市城市排水设施管理处 通讯地址：北海

市北部湾东路15号 联系人：李其盛 联系电话：2055010 邮箱：bpssjk@163.com

北海市城市排水设施管理处
2021年11月25日

拍卖公告
河池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网址：
http://zc-paimai.taobao.com）上进行北海市北部湾西路19号第一幢[房
产证号为：北房权证（2010）字第027610号，建筑面积9851.76平方米；土地
证号：北国用（1995）字第1001168号，土地面积4498.60平方米]公开竞价
销售活动（按现状拍卖），起拍价：16000000元，保证金：3200000元，增价
幅度：20000元，咨询电话：13317785968韦经理（可加微信）。

河池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11月18日

商铺招租
本次利用北部湾交易所招租平台进行招租，商铺位于北海大道177号北

海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西侧，面积525平方米，用途为金融机构业务办公。

详情可查看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官网(www.bbwcq.com)公告或电

话咨询:18577913596（周经理）。

公 告 网 址:https://www.bbwcq.com/index.php?m=content&c=

index&a=show&catid=140&id=6012

北海市行政审批局
2021年11月24日

延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北海中电都会悦府项目业主：

由于受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建设进度延误。为此，我公司非

常抱歉地通知各位业主原定交房日期推迟延后；顺延后的具体交房日期，我

公司将会再次向各位业主发出公告及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由此造成的不

便，还望得到各位业主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电子北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减资公告
根据广西睿隆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200万元减至5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广西睿隆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22日在
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致贺信。
多国媒体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全
球媒体更好肩负社会责任、广泛凝聚世界共
识作出重要阐述，为新形势下世界媒体加强
交流与合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推动力。

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主席团成员、《印
度教徒报》集团主席纳拉辛汉·拉姆说，习近
平主席致贺信，是对此次峰会的极大鼓舞。
贺信充分体现出中国重视新闻媒体在正确
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方面的专
业作用和社会责任，贺信内容在峰会主席团
成员和其他与会嘉宾中引起极大共鸣。

格鲁吉亚主流媒体《每日新闻网》主编
奥提纳什维利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阐明

全球媒体的共同关切，为新形势下世界媒体
担负自身责任、加强交流与合作注入动力。
媒体应成为文明沟通和人文交流的桥梁，应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促进各国民心
相通、合作共赢提供更加有力的舆论支持。

读到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意大利《世界
中国》杂志社社长胡兰波说：“我们知道媒体
人肩负着怎样的社会责任，当今形势更需要
我们去传达公正的信息，本届媒体峰会进一
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如何正确回
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
着重要社会责任”，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
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对此十分赞
同。他建议全球媒体网络应注重传播真实、
公正和正义的信息，加强交流合作，服务全
球民众。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媒体人士应
“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
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巴西《伯南布哥邮
报》主编穆西奥·阿奇亚尔对此深表赞同。他
说，新冠疫情给全人类带来巨大挑战，新闻媒
体应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传播全人类共同价
值，推动接触与对话，增进友谊与合作。

沙特阿拉伯通讯社社长法赫德·阿克兰
表示，参加本届峰会的媒体应利用好这一契
机和达成的共识，加强沟通交流，凝聚各方
力量，更好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萨尔瓦多TVX电视台台长胡利奥·比亚
格兰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聚焦当今全球
新闻媒体的任务本质，非常重要。媒体在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发展等领
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帮助消除谎言与仇

恨，形成共同价值，使全人类共享社会发展
与进步成果。

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苏努提认为，此
次峰会不仅有助于其他国家媒体同中国媒
体进一步沟通交流、加强合作，还有助于其
他国家人民了解真实的中国。

法国《舆论报》总编辑雷米·戈多说，各
国媒体代表在本届峰会上畅所欲言、交流观
点，分享媒体助力应对新冠疫情等问题的经
验。在当今信息纷杂的大环境下，媒体应肩
负社会责任，基于事实发布客观信息，这对
经济和社会的良好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由新华社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
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

（参 与 记 者 ：胡 晓 明 李 铭 李 根 兴
徐 永 春 陈 威 华 赵 焱 吴 丹 妮 胡 冠
王海洲 杜白羽 宋成锋 朱雨博 吴昊）

肩负重要社会责任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主席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引发国际媒体人士共鸣

11 月 23 日，顾客在美国纽约一家百货公司内购物。
近期，美国迎来节日购物季。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塞尔维亚一火箭弹厂发生爆炸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1月 23日电（记者 石中玉）

塞尔维亚内务部23日证实，塞首都贝尔格莱德市郊一家
火箭弹厂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至少2人死亡、16人受伤。

塞尔维亚内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下午，该厂
一个存放有约500枚火箭弹的仓库发生爆炸，导致至少
2人死亡、16人受伤。据报道，事发时约40名员工在工
厂内工作。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显示，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在
数公里外清晰可见。有附近居民表示，家中窗户被震碎。

贝尔格莱德消防与救援部门官员迈斯托罗维奇表
示，消防部门已派遣11辆消防车和36名消防员前往事
发工厂。目前消防员已控制现场局势，从危险区域救出
5人，并使用无人机继续搜寻幸存者。

据报道，发生爆炸事故的是一家私人企业，其生产
的火箭弹主要用于预防冰雹。爆炸原因尚不清楚，相关
调查正在进行中。

厄瓜多尔首都附近发生4.5级地震
新华社墨西哥城11月23日电（记者 王钟毅）基多

消息：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23日发生4.5级浅源地
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根据厄瓜多尔应急管理部门发表的声明，地震发生
于当地时间 23日 11 时 03 分（北京时间 24日零时 03
分），震级为4.5级，震中距基多市13.45公里，震源深度
为4.31公里。

地震发生时，基多市内震感强烈，大量居民被疏散
到空旷地带。厄瓜多尔有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可能造
成的损失情况。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此次地震的
震级为4.9级，震源深度为5.5公里。

德国商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
新华社柏林11月 24日电（记者 朱晟 张雨花）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
情和供应链问题影响，德国11月商业景气指数从上月
的97.7点降至96.5点，为连续第五个月环比下降。

数据显示，构成商业景气指数的制造业、服务业、贸
易和建筑业4项指标当月均环比下降。其中，服务业指
标降幅明显，环比下降5.1点。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当天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受访企业对行业经营现状满意度下降，对
未来前景的担忧情绪加重。德国企业正经受供应链瓶
颈和新一波新冠疫情的挑战。

伊弗商业景气指数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风向
标，对观察德国经济形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智利正式生效
新华社圣地亚哥11月23日电（记者 尹南 张笑

然）智利外交部23日发布公报宣布，《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DEPA）今年8月通过智利议会批准程序后，当
天在该国正式生效。

DEPA由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于2020年6月共同
签署，今年1月在新加坡和新西兰生效。

该协定涵盖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问题、新兴趋
势和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等16个模
块，对国际数字经济活动和交流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则
安排。

本月1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智利外长阿
拉芒在23日的公报中表示，智利欢迎并且热烈支持中
国加入DEPA的申请，并对加拿大和韩国等国有兴趣加
入该协定表示欢迎。

新华社万象11月24日电（记者
章建华）中国军队援助老挝军队新冠
抗疫物资23日运抵老挝首都万象瓦
岱国际机场，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
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占沙蒙出席交接
仪式并就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换意见。

占沙蒙说，中国军队今年已先
后三次无偿向老挝援助抗疫物资，
还派专家组指导抗疫，生动诠释了
两国两军理想信念相通的兄弟情谊
和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精神。老
方愿同中方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落
实好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成果，推动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代取得新
的更大发展。

姜再冬表示，我们愿同包括老挝
在内的东盟国家全面落实峰会成果，
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老挝军队在中国抗击疫
情的关键时期，向中方提供宝贵援
助，中方对此表示感谢。中国军队将
继续支持老挝军队抗击疫情，共同为
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国防武官李
兵同老挝国防部副部长冯坎签署物
资交接证书。

中国军队援助老挝军方抗疫物资运抵万象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1月24日电（记者
和苗）玛格达莱娜·安德松24日当选瑞典首
相，成为瑞典首位女首相。

议会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有117票支
持安德松担任首相，174票反对，57票弃权，
1票缺席。瑞典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说，因
反对安德松任首相的票数未过半数，议会批
准她出任新首相。

安德松1967年生于瑞典乌普萨拉市，曾
就读于瑞典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她从

2014年开始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本月初成为
瑞典社会民主党新党魁。

按照计划，安德松将于本月26日正式就
职并组建新政府。她在当选后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瑞典的发展面临一些严重问题，我
将带领新政府应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将聚

焦社会融合、气候变化和福利这三个重点。”
今年6月21日，瑞典议会对时任首相勒

文进行不信任投票，超过半数议员投票反对
勒文继续担任首相。6月28日，勒文宣布辞
职。瑞典议会7月7日对再次被提名为首相
候选人的勒文进行投票，由于反对票未过半

数，勒文重新出任首相。今年8月，勒文宣布
将于 11 月辞去社会民主党党魁和首相职
务。11月10日，勒文向瑞典议长递交了辞
呈，安德松随后被提名为新首相候选人。

瑞典下届议会选举将于 2022 年 9 月
举行。

玛格达莱娜·安德松当选瑞典首相

新华社日内瓦11月24日电（记者
陈斌杰 玛蒂娜·福斯）美中贸易全
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日前在
美国华盛顿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
访时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共赢
合作对推动世界经济从新冠大流行
中复苏具有关键作用。

“至关重要的是，双方有稳定、
可预测和互利的贸易协议和投
资协议，以及技术和科学交流。”
艾伦说。

艾伦建议，美中双方应进行充分
的双边交流和合作。他强调，双方
应为管理好中美关系作出努力。这

需要两国高层及各级政府层面给予
大量关注。

据上海美国商会9月发布的一
项调查显示，在华美国企业普遍看
好其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并将
继续扩大业务。

艾伦表示，中国 9 月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意义重大，中国早日加
入符合全世界的期待。“我们对中国
申请加入CPTPP表示欢迎。”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创建于
1973年，拥有200多家在中国经商
的美国会员企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世界经济复苏需要中美合作共赢

新华社索非亚11月23日电
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23日
宣布，现任总统拉德夫在日前举
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
胜，连任该国总统。

根据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
会发布的数据，拉德夫在21日举
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
66.72%的选票，其竞选对手、索非

亚大学校长格尔吉科夫获得
31.8%的选票。

保加利亚本月 14 日举行
总统选举，23 名候选人参与竞
选。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半数
以上选票且投票率低于 50%，
首轮投票未能选出总统。在
首轮投票中得票率领先的拉德
夫、格 尔 吉 科 夫 参 与 第 二 轮

角逐。
拉德夫出生于1963年，曾长

期在保加利亚空军服役，担任过
空军司令。拉德夫在2016年11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于
2017 年 1 月就任保加利亚总
统。根据保加利亚宪法，总统由
选民直选产生，任期5年，可连任
一次。

拉德夫连任保加利亚总统

美国迎来节日购物季美国迎来节日购物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