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国际

俄美安全对话“难”字当头
“连轴”对话前夕，俄与美、北约隔空“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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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青岛好事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11MA3T5HDEX9)，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100万元人
民币减至1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
告。

2022年1月11号

●声明：本单位丢失收款收据一本，
单号自0006427—0006450共计24
份，从2021年3月16日丢失，一直未
找到。声明作废。
泰安市秉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德州市德城区家和饺子馆，不慎丢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371402600114747，声明作废。

●青岛荷塘月色工贸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声明原章作废。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啸申汽车美
容店公章遗失,声明原章作废。

●减资公告
青岛筝艺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82MA3R9PUQ8L)，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500万元减
至10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1月11日

●债权债务公告
青岛市城阳区学知文化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4MA3PW8DQ74)，经我单位股
东(会)研究同意，决定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组，
负责清算工作。请我单位的债权人
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向清算
组申请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请我单位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
组通讯地址：青岛市崂山区大拇指
广场880号一层学大教育，联系人：
柳晓丽，联系电话：13256841135。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滨州永徽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1602MA3R89CA3R)，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降低注册资本，由注册资
本61.2245万元降低至30万元人民
币，请相关利害关系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或
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挂失声明：本人王松松不慎遗失
济南中建信和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长清湖和园1831车位收据，金额6万
元整，现声明挂失作废。

●河北迈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德州
分公司，营业执照丢失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371400329009699，声明作
废。

●青岛华顺通客运有限公司所属鲁
BN0027，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370212907360，特此声明作废。

●滨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室
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371600MB262846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学英，遗失德州苗宝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一
份：编号1945568、金额10000元，特
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魏钢棍，遗失菏泽绿色
家园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
一份，金额：1 0 0 0 0元整，编号
6606314，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减资公告
青岛德广航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03MA3CACYN5K)，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注册资本500万元减至100万
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1月11日

●许秀风遗失青岛市即墨市环秀区
西新村二小区惜福景园5号楼一单
元102购房收据一份编号为1026539
金额为140331.00及购房协议书一
份声明作废。

●股东会召集公告：
青岛鑫汇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公司执行董事发起，定于2022年1月
27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89号21号楼B座17号召开公司全体
股东会，商议公司变更或注销的事
宜，请准时参加。逾期不参加，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特此公
告！
青岛鑫汇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遗失声明
青岛优格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丢失
法人章一枚(编号3702110377238)，
声明作废。
●青岛牧笛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11MA3QWEKG7G)不慎丢失法
人章一枚，编号：3702845171930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临沂六水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1302MA3Q2HDA88)，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
本200万元减至1万元人民币，请相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
此公告。

2022年01月11日
●李明嶺不慎将滕州市东方中石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转收华盟
建筑海上明月北区-59车位和160车
位收据丢失，收据号：00000267、
00000268金额：117000元、108000
元，声明作废。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
认定、不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
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
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
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平度市雁鹏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不慎丢失法人章一枚(匡鹏)，编
号3702830335697，声明原章作废。

●注销公告
德州旭辰纺织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3714002801573)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拟向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徐延霞，杨鹏鹏，张振
德，王洪庆组成，由徐延霞担任清算
组负责人；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中俄直升机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3702110010604)遗失，声
明原章作废。

●滨州市书法家活动中心遗失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371600MB232229XT，声明
作废。

●青岛西海岸新区快乐熊文化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编号：
137028471033430，正本丢失。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资质AAA企业

银拍公字【2022】第6号(总第3935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月20日10:

00在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
电脑端：www.honglipai.net)公开现状拍卖
帕萨特轿车一辆，起拍价8000元，竞买保证金
5000元。
拍卖标的于2022年1月18日-19日工作时

间在经七路6号院内停车场公开展示。看车电
话：曹老师：17805310181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在洪力自助公益
拍卖平台注册、交纳保证金获取竞买资格，不
成交者保证金自动退还到竞买人平台账户。
联系电话：18615687711
监督电话：13335108788
公司网址：www.sd-yinxing.com
微信订阅号：光彩银星拍卖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 0 2 2年 0 1月 1 9日 1 4 : 0 0在中拍平台 ( h t t p : / /

paimai.caa123.org.cn/)公开举办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巨野县人民医院报废房屋拆除权一宗，起拍价204000元，保证金5万元。

2、巨野县柳林镇张表敬老院房屋拆除权一宗，起拍价：6000元，保证金5仟元。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2022年01月17日至01月18日工作时间，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竞买人须

自行实地踏勘标的。
三、竞买条件：1、标的1的竞买人须为具有独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

必须具有房屋拆除资质，报名须持公章、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以上
材料复印件盖公章)；标的2的竞买人须为具有独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或自然人均可。2、竞买
人请于2022年01月19日11时前(到账为准)将标的相对应的竞买保证金汇入下列账户(户名：山东融
汇天诚拍卖有限公司；账号：531906977510701；开户行：招商银行济南槐荫支行)，并持有效证件联
系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01月19日11时，逾期不予办理。不成交无息退还保证
金。
四、特别说明：竞买人在办理报名手续前，请自行到中拍平台注册、实名认证，并完成网上报名。

因竞买人自身原因未注册认证报名导致无法参与拍卖会的一切责任自负。
电话：13153190860 微信公众号：rhtcpm
公司网址：http://www.rhtcpm.com
公司地址：济南市槐荫区经七路843号泰山大厦9层

山东融汇天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01月11日

18615502833 18615502822
18615502811 0531-88778968

咨询
热线

合并公告
经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

青岛应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青岛隆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合并后

青岛隆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依法注销。

青岛隆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均由青岛应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青岛应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青岛隆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022年01月11日

拍卖公告
鲁银拍公字【2022】第7号，总第3936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0日上午9:00时

在中拍平台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曲阜
师范大学科技街A004\A011\A013\A031\A014
-1\A014-2\A014-3\A014-4\A014-5\A028-1\
A028-2共计十一套门头房租赁权，租期三年
或五年，由买受人自主选择，每套竞买保证金
2万元；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状接受
展示与咨询。
竞买保证金于2022年1月19日16时前汇

入我公司账户，以到账为准；并持有效竞买资
格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及保证金交纳凭证联
系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姚经理 13563767876
办公地址：曲阜市舞雩台路33号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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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预期“艰难”

里亚布科夫与舍曼等人的工
作晚餐超过两个小时。他离开时
告诉媒体记者，俄美官员的对话

“复杂、艰难”，但双方均认真在
谈。美联社援引他的话报道，工作
餐触及安全对话议题，10日开启
的安全对话“将会艰难……我认
为我们明天不会浪费时间”。

当地时间10日，俄美在瑞士
日内瓦举行安全对话；12日，俄
罗斯与北约将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举行对话；13日，俄罗斯
与欧安组织将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对话。对话主要围绕乌克兰
局势等议题展开。同时，美国政
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愿意
与俄罗斯讨论在欧洲部署导弹
系统的潜在协议，对此，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也表示，“会谈期间
可能奠定与俄罗斯恢复中导条
约的基础。”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
姜毅认为，三场对话中，打头阵的
俄美对话最关键，将定下基调，为
后续两场对话做好铺垫。第二场
俄与北约对话可视为俄美谈判的
扩大版。第三场俄与欧安组织对
话是在更大范围内探讨欧洲未来
的安全前景。同时，也为解决乌克
兰问题提供平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
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则
认为，此次三轮密集对话，并非西
方主动愿意坐上谈判桌，而是被
不断亮剑的俄罗斯逼上谈判桌。
最近在应对哈萨克斯坦乱局时，
俄罗斯率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集安组织）出兵，表面上在帮哈
萨克斯坦稳定局势，其实也是在
向西方展示俄军作战能力和快速
反应能力，为即将到来的谈判提
升优势地位。

近来，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持续紧
张。美国和乌克兰不断渲染俄罗
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俄方则
强调局势持续恶化是因为北约不
断挤压俄罗斯的安全空间。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里亚
布科夫的话报道，因为其他北约
成员国的“恐俄情绪”，美方感觉
在与俄双边对话中“不方便”探讨
安全保障话题。“他们（美方官员）
感觉不便与我们举行双边对话，

因为感到身后有北约内部一些反
俄成员国的耳目。”当被问及俄方
是否准备妥协，里亚布科夫说：

“美方应该准备达成妥协。”

美方强调“互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日在华
盛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及
其盟友愿意倾听俄方的合理关切
并尝试予以解决，前提是俄方也
得让步。布林肯强调，安全对话取
得的进展必须是“互惠”性质，即
双方都要回应对方关切。他声称
俄方提出的许多要求根本不可能
实现，俄方对此“心知肚明”。

美国《政治报》网站8日以两
名美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美方准备谈两项议题：俄方就美
国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的计划以及
对北约在相关地区军事演习规模
的关切。

就导弹关切，其中一名要求
不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官说：

“如果俄方愿意作出互惠承诺，这
或许是一个可以达成谅解的领
域。”就军演关切，美国政府认为

美俄有谈判空间，从而就双方在
相关地区陆地军演和涉及战略轰
炸机的演练加以限制。

一名美国政府人士说，美俄
安全对话不局限于上述两项议
题,“但俄罗斯人在闭门会谈中所
说的才更为重要，决定着是否有
建设性”。

俄美双方先前调低对这场安
全对话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预期。
里亚布科夫说，如果俄方要求被
置之不理，安全对话甚至可能在
一场会议后戛然而止，“我不排除
任何可能性，这完全有可能”。布
林肯说，他认为今后的对话将不
会取得突破，“如果俄方选择对
抗，我们准备坚决回应”。

《华盛顿邮报》引用分析人
士的观点指出，俄美都把此次日
内瓦会谈视为一种试探。华盛顿
寻求试探莫斯科是否真正愿意
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乌克兰危机，
抑或只是借安全保障条约草案
作为拖延策略甚至“入侵”乌克
兰的借口。俄罗斯则希望通过对
话观察美国是否愿意讨论任何
限制自身实力的承诺，包括限制

在欧洲部分地区部署导弹的可
能性。

或达成有限共识

俄方先前提出，美国和北约
应为排除北约东扩可能性提供法
律保障，还要求美方不在非北约
成员国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土
上建立军事基地、不同这些国家
发展军事合作，以及北约承诺不
把乌克兰等国纳入北约等。

布林肯9日做客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一档节目时说，与俄对
话的议题将不包括东欧国家撤
出驻军，同样不会谈及承诺北约
不接纳乌克兰。北约成员国7日
召开外长会协调对俄立场，重申
不接受俄方提出的北约不再东
扩等要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当天告诉媒体记者，对于谁
能够加入北约，俄罗斯没有发言
权。

里亚布科夫9日说，美国和北
约过去几天传递的信号“令人失
望”，俄面对压力和威胁将“不会
做出任何让步”。多家俄罗斯媒体

援引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俄方
对于安全对话的期待“务实”，根
据最近几天从美方和北约得到的
信号，“我认为（对话）将有进展的
想法很天真，更不用说迅速取得
进展”。

里亚布科夫强调，俄与美方
和北约对话“不是去乞求什么”，
俄“不会在压力和威胁下作出任
何妥协”。他说，“美国人不要抱有
幻想。”

分析人士认为，不排除俄与
西方在对话中达成部分妥协，这
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缓解紧张
局势。但是，俄与西方关系不会就
此出现戏剧性逆转，乌克兰困局
也不会立即破解。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皮弗此
前分析，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有可
能愿意接受俄方提出的“建立新
的协商机制”条件，如在北约与俄
罗斯之间设立“热线”，在对等原
则下采取一些限制彼此军事演习
和活动的措施。

据塔斯社8日报道，俄罗斯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尔图诺
夫预计，在1月12日举行的布鲁
塞尔会谈中，俄罗斯和北约或将
讨论在双方的接触线上建立缓
冲区；在外交与军事层面考虑重
新恢复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此
外，双方还可能会就“限制”北约
向乌克兰输送特定类型的武器达
成一致。

姜毅指出，北约拒绝俄方提
出的停止东扩等要求是必然的，
因为这违背了北约的原则和宗
旨。事实上，俄方对此也心知肚
明，它之所以开出如此高的要
价，无非为日后谈判积攒筹码。
而美国此番“接球”，提出愿意讨
论导弹部署与限制军演的可能
性，反映了美国希望稳定欧洲局
势的长远考虑。双方将在谈判中
互相索要安全保障，讨价还价。
所以，此次系列会谈只是双方在
2022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寻求建
立新安全架构而进行对话、交锋
的开始。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上观新闻等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9日在瑞士日内瓦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共进工作晚餐。他随后
告诉媒体记者，当天对话复杂，定于当地时间10日开始的俄美安全对话预期将艰难推进。俄罗斯定于10日至13
日分别与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举行三场安全对话。

2021年12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右）在华盛顿白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视频会晤，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及双边关

系中存在的问题。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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