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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人将于2022年7月5日10：00至7月6日10：00

在淘宝网公开拍卖北海益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厦公司）以下破产财产：

1.位于北海市南珠大道屋梓村西6500.1平方米国有出

让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在建工程（含住宅楼及地下室）。总

建筑面积约18638.4平方米，主体工程已全部封顶，大部分

外墙已砌好，已取得预售许可证。总体的清算评估价值

6040.44万元。

2.益厦公司有外对债权，系为股东蔡荣华、李婧的个人

债务提供担保或以房抵债，有15笔共39,512,592.85元，益

厦公司有权向蔡荣华、李婧追偿。由于蔡荣华已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且未发现其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益厦公

司对外债权不计价。

以上财产做为一个资产包整体拍卖，起拍价

48,323,520元，竞买保证金9,600,000元。拍卖详情请

登陆淘宝网“阿里拍卖”栏目在搜索栏输入关键字“北海

益厦”查阅完整拍卖公告。

有意者可联系管理人（电话：13197791702）看样。

北海益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6月23日

北海房开项目及债权资产包拍卖公告物业交付催办公告
尊敬的喜润·幸福里13#楼业主：

承蒙您对本公司喜润·幸福里项目的关心和支持，

根据您与我公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您购买的喜

润·幸福里13#楼2021年4月已具备合同约定交付条件。

现再次郑重通知未办理交付手续的13#楼业主，请尽快前

来办理交付手续，详情咨询0779—7223366。

特此公告。

广西兆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2日

招租公告
本次以竞招标形式进行公开招租，标的位于北海市北

部湾西路35号石林大厦副楼1—3层，面积约1140平方

米，用途为KTV、娱乐城经营等。报名时间及地点：2022

年6月23日至7月2日，石林大厦一楼。

报名联系人：陈先生 18077955110

北海铁投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公 告
我局已受理骆森提交其位于北海市开江

尾村“城中村”改造回建小区十巷3号《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450502201300178号)

及附图、附件的遗失补办申请。如有异议者，

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之内向我局提

出书面意见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无异议的，

我局将依法注销上述证件，并重新补办(按原批

准的规划条件)相关规划许可证件。

特此公告

北海市海城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6月17日

龙门馨园交房通知
尊敬的龙门馨园业主：

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在龙门馨园所购买的3、7、8幢按合同约定

为2022年6月30日交付的住宅或商铺，现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已具

备交付条件。

我公司定于2022年6月29日起集中交房，我们将会根据您的要求为您

送达《交房通知书》。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779—7262333

感谢您选择龙门馨园,欢迎您入住新家！

北海益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中国维和步兵营通过战备能力评估
新华社内罗毕6月22日电（郭磊 臧雅麒）朱巴消

息：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日前顺利通
过第二次战备能力评估，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高度评
价中国维和步兵营战备能力水平。

此次演练以陌生环境下搜索目标为背景，对藏匿于
3号流民所西侧的武装人员进行清除，以确保平民安
全。重点演练警戒与搜索、观察哨及检查站设立与运
行、伤员救治与护送等内容。

演练现场，中国任务分队与联合国警察密切协同，
灵活应对。最终，中国维和步兵营在指挥控制、行动协
调、情况处置等方面获得考评组的高度认可，顺利通过
验收评估。

担任评估组领队的朱巴战区参谋长扬·库德尔
卡说：“面对艰难任务，中国营士兵快速部署，密切
配合，非常出色地完成演练。他们的战备能力水平
值得肯定。”

承认引发新墨西哥州最大山火
据新华社休斯敦6月21日电（记者 徐剑梅）美国林

业局21日在一份审查报告中承认，其在常规“设定燃烧”
作业中的失算和失误引发新墨西哥州有记录以来最严重
山火。

4月 6日以来，新墨西哥州北部发生两处大规模
野火并延烧在一起，导致数百座房屋被焚，数千居民
被迫撤离。截至 6月 21日，野火已烧毁逾 34.1 万英
亩林地，比洛杉矶城还要大，但仍有28%的火势未得
到控制。

审查报告发现，这两处火灾均由林业局人员进行
的“设定燃烧”作业引发。他们当时虽遵循作业规范，
但犯了一系列错误，如未能考虑到物候比设想的更干
燥；火势明显变大后未停止点火；使用美国国家气象
局预报而未依靠当地专家了解多变的风况。

“设定燃烧”是美国联邦政府森林管理计划的一部
分，旨在通过设定范围内的人工山火，提前清除野火的
植被燃料，从而降低发生严重破坏性火灾的风险。据美
媒报道，美国林业局每年进行大约4500次“设定燃烧”
作业。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变局潮涌，惟当奋
楫破浪！

时隔五年，中国再次担任金砖国家主席
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主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
展新时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3日
在北京主持此次会晤。这是在关键时期举
行的一次重要会晤，备受瞩目。

金砖五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金砖合作机制与内容正日益充实，不断
取得丰硕成果。变局之下，金砖五国加强团
结尤为重要。人们期盼，通过此次会晤，金
砖国家进一步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推动共
同发展提供“金砖动力”，为加强全球治理、
扩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金砖方案”，为应
对安全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金砖
力量”。

绘制共同发展的同心圆

金砖合作机制已走过 16年发展历程。
目前，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25%，贸
易额占18%，吸引外资金额占25%。“金砖”
已从一个投资概念发展为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成长为“国际舞台
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6年来，金砖国家设立了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全
力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
体制，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解决全球发展
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金砖机制下的务实
合作涉及经贸、财金、科技、农业、文化、教
育、卫生、智库等各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合
作成果，持续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贡献方案。

当前，受美国加息、地缘冲突、疫情反复
等因素叠加影响，世界经济进入高度不确定
时期，南北发展鸿沟增大，国际合作动能减
弱，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严
重受挫。6月7日，世界银行下调2022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并警示滞胀风险。不少经
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未来数年将面临高通
胀、低增长困境。

逆风强劲，更需金砖国家同舟共济、勠
力前行。

——金砖国家正努力全面深化经贸合
作。金砖国家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33.4%，中国2021年与金砖国家双边贸
易总额同比增长39.2%，高于同期中国外贸
整体增速。金砖国家今年就共同深化海关
智能化合作达成一致，努力为加强互联互
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开辟新通道……

——金砖国家正以创新作为发展动
能。金砖国家把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视作
抓手，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合作。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于2020年年
末正式启动，已开展覆盖28个国家超12万
人次的人才培训，推出100多个金砖示范项
目……

——金砖国家持续聚焦绿色可持续发
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未来五年将为成
员国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支持，其中有40%
的资金将被用于减缓气候变暖进程。金砖
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今年5月成立，在环境
保护、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促进
金砖国家航天机构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实现
数据高效共享和有效利用……

作为 2022 年金砖国家主席国，今年以
来，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中国已成功举办70
多场会议和活动，推动金砖合作在多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这些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为
金砖合作机制添砖加瓦，也为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四次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尔
曼·劳雷尔说，通过投资、创新、市场开发等
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目标和项目，金砖国
家不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在一些地区局
势可能将全球拖入相互指责和分裂的泥淖
之际，金砖合作有助于引领世界回到发展议
程上来。”

扩大金砖合作的朋友圈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16年来，金砖国家经
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国际影响力、吸引
力不断提升。金砖合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五
国范畴。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期间，中国提出“金砖+”合作模式，首次邀请
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代表出席对话
会。2021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两次扩
容，宣布批准阿联酋、孟加拉国、乌拉圭和埃
及为新的成员国。

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社会迫切期待实
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进一步深化金砖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广
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金砖合
作的愿望更加强烈。

今年，“金砖+”对话活动首次提升至外
长层级。中国也将推动金砖各方继续就扩
员问题深入讨论，扩大金砖国家合作的辐射
和受益范围，以“金砖+”模式让更多国家搭
上发展的快车、便车。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当前有一些国
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兴趣，这

充分说明众多非金砖国家对金砖合作满怀
信心。在他们眼中，金砖国家机制“充满进
取心”且“极具吸引力”。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席苏丁
德拉·库尔卡尼说，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和政治重要性日益增长，其为地区与世界和
平事业作出贡献的潜力不容忽视，将这些国
家纳入“金砖+”，将使这一平台更具代表性。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
研究中心领衔研究员罗扎利娅·瓦尔法洛夫
斯卡娅指出，金砖合作机制启动以来，积累
了丰富的经济、技术、金融资源。而“金砖+”
这一开放合作模式将进一步释放金砖经济
潜力，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金砖合作机制之所以生命力越来越旺
盛，吸引力越来越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它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顺应了各国
人民对共同发展的期盼。

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习近平主
席去年 9 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全
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倡议得
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100 多个国家和包
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已表达积极
支持的态度，5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
倡议之友小组”。倡议先后被写入中国—
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
的相关成果文件。

在今年5月 19日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
会晤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致辞，
强调金砖五国“要同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增进理解互信，拉
紧合作纽带，加深利益交融，让合作的蛋糕
越做越大，让进步的力量越聚越强，为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作出更大
贡献”。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本届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
展新时代”的主题，与全球发展倡议相契
合。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发展成果将惠
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
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保利诺说，聚力发展、
合作和团结，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

寻求普遍安全的公约数

当今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人类社会
面临的安全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

传统安全领域，在一些老问题延续的同
时，又出现新冲突。国际粮食、能源等价格

剧烈波动，全球供应链“梗阻”严重。
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此起彼伏。

全球疫情仍在延续，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不断
出现，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免疫鸿沟”依然巨大；全球恐怖活动正经历
新一轮回潮；气候变化风险不断加剧；网络
安全事件频发。

安全，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是实现发
展的基本前提。

金砖国家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之中，代表
了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变调整的前进方
向。金砖国家应发挥全球局势“稳定器”的
作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维护世界公
平正义、和平安宁作出重要贡献。

在6月举行的第十二次金砖国家安全事
务高级代表会议上，金砖五国一致同意共同
推动国际反恐合作和网络安全合作相关计
划和路线图，维护联合国在全球反恐事业中
的中心协调作用，呼吁构建更加包容、有代
表性和民主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为应
对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6月初举
行的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审议
通过《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

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
安全的孤岛，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近
年来，金砖五国不断促进疫苗作为全球公共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公平分配，努力弥合“免
疫鸿沟”，筑牢抗击疫情的“金砖防线”，展现
推动合作抗疫的“金砖担当”。巴西瓦加斯
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卡瓦略
表示，新冠疫情清楚表明，解决全球性问题
需要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

针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
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今年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
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弥补人类和
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一倡议以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
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
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
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
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人们期待，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

推动金砖合作更加紧密，提升金砖高质量发
展的成色，引领金砖航船驶向更加光明、美
好的未来。

（参与记者：张一诺 耿鹏宇 闫洁 刘
锴 荆晶 卞卓丹 姜磊 陈昊佺 罗婧
婧 宋宇 郭鑫惠 李晓渝）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变局潮涌 奋楫破浪
——写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张 远 王 宾 魏梦佳

新华社莫斯科 6月 21 日电（记者 李
奥）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表示，俄首枚“萨尔
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今年年底进入战斗
值班。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俄军校毕业
生时说，俄方已成功完成“萨尔马特”洲际弹

道导弹相关试验工作，首枚导弹将于今年年
底进入战斗值班。同时，S-500防空导弹系
统已开始列装俄军。

普京说，俄罗斯将继续发展巩固武装
力量，以应对潜在军事威胁与风险。当
前优先任务之一是为俄军装备最新武器

系统，俄军今后几十年的作战能力取决
于此。

俄称其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
马特”重量超过200吨，可采用包括高超音速
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能突破敌方反导系
统。它将取代苏联时期研制的“撒旦”洲际

弹道导弹。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曾
介绍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一招

“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
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
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
上任何一个角落”。

俄首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将于今年年底进入战斗值班

呼吁对阿富汗地震灾民提供援助
新华社联合国6月22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日发表声明，对阿富汗东部当天
发生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悲伤，呼吁国际社会
向阿富汗灾民提供援助。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向业已遭受长年战乱、经济困
境和饥饿之苦的阿富汗人民表示同情，向罹难者家属
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已经充分
行动起来，对地震导致的人道需求进行评估并提
供初步支持。他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灾民提供
援助。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信息，阿富汗东部
22日凌晨发生5.9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东部城市霍
斯特西南40多公里处。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
震震级为6.2级，震源深度约30公里。阿富汗当地官
员说，地震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000人遇
难，150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