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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

通 告
海资规〔2019〕13053 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
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 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
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
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
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 特此通告

产权
申请人

潘锡英

潘锡英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
字 第
17966号
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
字 第
17967号

土地坐落

海 口 市 盐
灶路179号
（原盐灶一
横路46号）
海 口 市 盐
灶路179号
（原盐灶一
横路46号）

申请土
地面积

494.26
平方米

511.06
平方米

土地权
属证件

海口市国
用（2005）
字 第
005401号
海口市国
用（2005）
字 第
005401号

项目
名称

海景湾
花园小
区

海景湾
花园小
区

原土地
使用者

北京赛迪
传媒投资
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赛迪
传媒投资
股份有限
公司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日

关于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改造段(白驹大道与
琼山大道交叉口——白驹大道与椰海大道延长线交叉
口段)半幅封闭围挡施工由西往东单向通行的通告

白驹大道及东延长线项目是市区连接江东新区的核心道路，为江
东新区的重要市政基础实施，计划于2020年2月底完成道路施工，3
月上旬实现全线通车。由于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为了保障行人、车辆
交通及施工安全，需对白驹大道段进行半幅封闭围挡施工，施工期间
由西往东单向通行，半幅封闭围挡施工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起至
2020年3月10日，对施工期间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及支持。
1、半幅封闭围施工计划分为两个阶段，①2019年12月10日起至
2020年1月15日，封闭现状白驹大道北侧，南侧保持开放交通，由西
往东单向通行；②2020年1月15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封闭现状
白驹大道南侧，北侧保持开放交通，由西往东单向通行；2、半幅封闭
围挡施工单向通行路段为白驹大道，起点为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交叉
口，终点为白驹大道与椰海大道延长线交叉口。我们将优化施工组
织、继续加大人员、设备投入，按市委、市政府要求，完成项目建设，创
造更优质的交通出行环境。特此公告。

海口成邦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三亚市吉阳区（河东区）榆亚路（大东海旅游区

旁）林达酒店A幢第二层2372.62平方米房产（原爱晚亭湘菜馆，以下
简称“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参考价：6300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630万元人民币。
2、拍卖时间：2019年12月31日10:00。
3、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2

月30日17：00。
5、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6、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2月30日12:00前到账为准。
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
8、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1231拍卖会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9、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委托方

配合买受人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声明
如下：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罔顾事实，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
反对，悍然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
权政策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充分
暴露了美国的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中
国人权研究会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
烈谴责。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
端势力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划实施了数
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
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
产损失无法估算。恐怖袭击事件的频
繁发生，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极大危害，严重践踏了人类尊严。
面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现实威胁，
中国新疆遵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公
约，依据国内法律法规，采取果断措
施，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结合本地
区实际，通过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中心，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旨在从源头
上消除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滋生蔓延
的土壤和条件。经过不懈努力，中国
新疆已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
势头，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各族人民群
众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
利。中国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

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国际反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
了有益经验。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中
国新疆已连续3年未发生暴恐事件，目
前呈现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
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人民的
各项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对于中
国新疆的人权状况，生活在那里的各族
人民最有发言权。2018年底以来，已有
70余批各类外国团组共千余人赴中国
新疆参观访问，亲眼见证了中国新疆稳
定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充分肯定中国
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取得的成效，
称赞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经验
值得学习借鉴。

知者自知，明者自明。美国在反恐
和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把反恐作
为推行地缘政治的手段，不仅越反越
恐，还造成地区动乱不安。美国自身人
权纪录劣迹斑斑，却经常以“人权卫
士”自居，动辄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
脚。美国国会众议院无视客观事实，企
图以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了国
际道义和人类良知，是彻头彻尾的霸权
主义行径。谎言永远无法抹杀真相，任
何企图诬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图谋不会
得逞，任何妄图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破坏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注定
会失败。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通
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一法案无
视客观事实，对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
状况和中国政府治疆政策进行歪曲抹黑和无端
指责。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
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的经济社会和人权事
业取得巨大成就，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宗
教信仰自由依法得到保障，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保护和弘扬。新疆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和
谐互助、休戚与共，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
政策。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新
疆各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
重和保护。新疆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
古等56个民族，2500多万人口，形成了伊斯兰
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格
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回等10个少数民族
的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2.44万座，伊
玛目、哈提甫等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9万名。按
照国家有组织有计划朝觐政策，新疆政府为保
障当地有条件的各族穆斯林顺利完成朝觐功
课，自 1996 年以来，每年安排包机，并在出入
境、医疗、餐饮等方面提供高质量服务，确保朝
觐活动安全有序。每年斋月期间，穆斯林群众
封斋或不封斋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不受干涉，地
方各级政府全力保障开斋节等节日市场供应、
宗教活动安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积极组织

开展解经讲经，翻译少数民族语种《古兰经》、
《圣训》，编印出版宗教知识读物，开办维吾尔语
网站和新疆穆斯林期刊，传播爱国、和平、团结、
中道、宽容的伊斯兰教真精神，引导各族穆斯林
群众正信正行。办好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新疆
班和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培养伊斯兰教高层
次人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加紧
勾连，打着宗教的幌子，利用群众朴素的民族宗教
感情，煽动宗教狂热，大肆散布宗教极端思想，蛊
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大量事实证明，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行为严重破
坏了新疆安定祥和的秩序、团结进步的氛围，肆意
践踏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
等基本人权。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
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开展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
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有效遏制了恐怖
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
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取得了反
恐、去极端化斗争重要阶段性胜利。新疆伊斯兰
教界积极配合做好去极端化工作，许多爱国宗教
人士深入到受宗教极端思想侵害的人员中，深入
阐释经典教义，批驳宗教极端势力散布的“圣战
殉教进天堂”“异教徒论”等歪理邪说，大多数受
教育的人员幡然醒悟，追悔莫及，迷途知返，自觉
远离极端，表示既要做一名好教徒，更要做一个
爱国守法的好公民。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借宗教人
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月5
日下午，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召开委员座谈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予以严厉谴责。15位民宗委
委员、少数民族界委员和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全国性团
体负责人发言，驳斥谎言谬论，澄清
事实真相。

委员们指出，美方大肆抹黑中国
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公
然为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
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
动撑腰打气。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公然践踏道义底线的行径，是霸
权主义的丑恶表演。

委员们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是人心所向。去极端化和
打击恐怖主义，清除的是阻碍新疆各
族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毒瘤，换来的
是新疆的和谐健康发展，是新疆各族
群众的热切期盼。这一点，是真心热
爱新疆、热爱各族人民的人都能深切
体会的，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辨认清
楚的。

委员们表示，要坚定不移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
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

御渗透、打击犯罪。要支持党政部
门对以宗教为幌子散布极端主义、
煽动暴恐行为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积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维护祖国统
一，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

委员们指出，民之所欲，敌之所
恶。新疆近年开展的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各项
工作成绩斐然，然而西方反动势力
却恨之入骨。他们打着各色幌子，
先用意识形态手段搞乱他国，接着
搞各种版本的“颜色革命”，进而采
取其他手段颠覆政权，干尽让一些

国家人民流血流泪、流离失所的坏
事。现在又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把
手伸向中国，就是想利用民族、宗教
问题搞乱、分裂中国，最终造成整个
国家的灾难，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必须明确国际
斗争的大是大非，“丢掉幻想、准备
斗争”，做到政治立场不含糊、政治
原则不动摇。

委员们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
的民族宗教工作是成功的。长期实践
证明，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是正确
的，在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国家
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容

置疑。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牢牢坚持党
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不动摇，不
被外界噪音干扰。

委员们强调，中国内政不容干涉，
真相不容歪曲，新疆去极端化和打击
恐怖主义的成果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新疆日益走向团结和谐、繁荣
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脚步任何
势力都无法阻挡。

座谈会由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王伟光主持，副主任全哲洙、杨小波
（驻会）、杨发明、罗黎明及20多位委
员参加。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严厉谴责美国干涉新疆事务行径

美国大搞反恐双重标准令人不齿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恶毒攻击中国新疆
的人权状况，歪曲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
义的努力，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策，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这虚伪的嘴脸、霸权的本性，早被世人看
穿；种种图谋妄想，注定枉费心机。

众所周知，人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生存权
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保障个人和集体其他权
利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其他权利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恐怖袭击不仅残害民众生命，造成财
产损失，更引起极大恐慌，恶化社会环境，阻碍经济
发展和民生进步，使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严
重威胁。时至今日，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仍在
全球肆虐，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上世
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新疆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极大
危害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威胁各族群众基本人
权。在此形势下，新疆采取包括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工作在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不仅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也符合联合国关于预防性反恐的基本精神和
原则。事实证明，有关举措取得良好成效，受到新疆各
族人民欢迎和支持。目前，新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
转，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遏制，各民族团结和
睦，各宗教和谐和顺，人民生活安定祥和，社会风气明
显好转，追求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文明生活风尚的社会
氛围日渐浓厚，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有力保
障。截至目前，新疆已连续3年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会不但对新疆依法依
规打击恐怖主义、去极端化和保护人权的努力视而不
见，对新疆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
和谐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反而捏造事实、诋毁抹黑
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正义之举。这是在反恐问题上
典型的双重标准，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暴露无遗。

事实上，美方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在反恐问题上早
已玩惯了“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美国打着
人权和反恐的旗号，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等地发动战争、燃起战火，导致数百万无辜民众伤亡，
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但对中国新疆采取教育培训方式
去极端化的做法却横加指责、恶意攻击，这是什么道
理、什么逻辑？美方这种蛮横无理的双重标准，只会激
起一切有公正心和有良知的人们的极大义愤！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对美方的虚伪霸
道行径，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同时，中国新疆在反
恐、去极端化和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全世界都有
目共睹。新疆教培中心的设立和实施，目的是消除恐
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有效
遏制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许多国际人士通过到
新疆实地参观访问，理解了新疆开展教培工作的紧迫
性、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认为教培工作挽救了那些
受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控制的学员，为国际社会
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下，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仍是各国面临的
共同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解决
路径。美方借所谓人权问题诬蔑攻击中国新疆反恐努
力的卑劣做法，为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所不齿。我们强
烈敦促美方立即摒弃在反恐、去极端化问题上的双重
标准，停止在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上做文章，停止借所谓
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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