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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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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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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本人杨燕玉，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发票1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03栋302

号房，开票时间：2017年 3月 20

日，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

号码：01242461，金额：235857

元，声明作废。

●琼海鸿润气体有限公司嘉积门

市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69002000000535，特此

声明作废。

●琼海鸿润气体有限公司嘉积门

市部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儋州金海富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会文南宝宝贝母婴用品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4690050034885，声

明作废。

● 陈 树 宝 （ 身 份 证 号 ：

440682198712254312）遗失海口

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签订的《海口

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集中购买商品住

房、商业用房协议》，档案编号：4-

4，声明作废。

●海南力德珍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韩 俊 （ 身 份 证 号

321027198411150612）遗失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01857902，声明作废。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发票章破损,声明作废。

●叶志强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美房租证〔2018〕第 30050号，声

明作废。

●符祥发遗失座落于昌洒镇更新

村委会福土下村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集用（2010）第 045628

号，特此声明。

●林方欧不慎遗失坐落于会文镇

迈洲下村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W0401737号，特此声明。

●林方欧不慎遗失坐落于会文镇

迈洲下村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W0401734号，特此声明。

●林方欧不慎遗失坐落于会文镇

迈洲下村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W0401735号，特此声明。

●王文飞遗失万宁市万城镇水边

村委会第11队的海南省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字第

(2019)1550号，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隆兴副食批发商行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老城韩涵宇信息服务工作

室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证号：

92469027MA5T1YLD0C，特 此

声明。

●屯昌县屯城镇大同卫生院不慎

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登记号：403214462126813153，

特此声明。

●海南中贯律师事务所遗失执业

许可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460000MD0115788X，现声明

作废。

●海南省国营邦溪农场芙蓉田农

贸市场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

册号:( 分)469030000004410，声

明作废。

●钟福珍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29197206025212，声 明 作

废。

● 海南友宝科斯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潮立方1F/T2号移动摊位押金

条（金额 3600 元）。收据编号：

0015218，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中正大药堂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0005893，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补充公告
三亚洪源投资有限公司（吸收方）
与海口新国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被吸收方）于2020年4月8日在
《海南日报》刊登了“吸收合并公
告”，现对公告内容进行补充如下：
三亚洪源投资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海口新国达实业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后三亚洪源投资有限公司存续，
海口新国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注
销；吸收合并前海口新国达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三亚洪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204万元，吸收合并后三亚洪源
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204万
元不变。电话：0898-68546297

三亚洪源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新国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告
我司开发的椰景湾项目地下室建
筑面积10116.36平米，其中地下
室人防区建筑面积2882.14平米，
其他地下建筑面积7234.22平米，
我司现放弃地下室7234.22平米
的产权登记，将其作为小区全体业
主所有的公共配套设施使用。特
此公告。海南文昌景通置业有限
公司 2020年7月22日

公告
招标单位：海南晶辉盐业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食盐小包装袋（复合卷
膜）资质要求：能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报名
时间、要求：2020 年 7月 22 日-
27日下午5时，报名需持营业热照
副本、生产许可证、国家相关部门
颁发的资质证书、法人委托书（复
印件加盖公章）。报名地点：海南
省海口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光伏
南路4号海南晶辉盐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小张17384946259。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郑保兰持有的《宅基地
使用证》 [证号：东建证字133号]
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
八所镇政法路南路，土地面积为
13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
东至周成栋，南至水沟，西至邓广
才，北至公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
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
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
至我局自然资源调查确权岗，逾期
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
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1日

海口力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
会议召开 时间：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上午9:00，会议召开地
点：海口力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审议事项：公司董事的任免
决定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宜。

二0二0年七月二十二日

声明
本人拟买刘德权出售刘名仁名下
的房产，该房产位于海口市海秀大
道189号省秀英粮食转运站秀英
粮库第三幢2单元304房，若与该
房有权属债务者请在见报日起15
日内与本人联系维权，逾期者后果
自负，特此声明。声明人：钱道佩
电话：13322038804

公告
儋州那大嗨乐音乐餐吧：
本委已经受理曾木天与你餐吧劳
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字〔2020〕
第 109 号），并定于 2020 年 8 月
26日下午3时开庭审理。因相关
仲裁文书无法送达你餐吧，限你餐
吧在公告之日起30内来本委（海
南省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仲裁院 402 室，联系电话：
0898-23313090）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7月21日

公告
海南滋味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卢玉惠、曾祥慧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0〕第169、170号），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
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751119），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0年9月1日下午三点整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7月21日

减资公告
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
5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 527号 刘衍育

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房屋所

有权证》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

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琼蛟

巷35号，宗地四至为:北至潘家慰

用地;东至刘衍育用地;南至冯推

其用地;西至琼蛟巷，土地总面积

为145 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

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刘衍

育。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

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我局申诉，逾期

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

认。特此通告。电话：65360879

●谢盛宣遗失坐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金牛岭金地路1号海南地质勘

查局宿舍C-702 房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32636号，特此声明。

●文昌市文城供销社遗失坐落于

文昌市文城镇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0100604，特此声明。

●于未柳遗失澄迈老城后海温泉

小镇C栋712房的购房收据，收据

号码：6089486，金额：186455元，

开票日期：2018年8月24日,声明

作废。

●于安安遗失澄迈老城后海温泉

小镇C栋713房的购房收据，收据

号码：6089485,金额：262960元，

开票日期：2018年8月24日，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好味嘉海南特产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8MA5RHTKT7B，声

明作废。

●钱金玲不慎遗失位于文昌市区

旅游大道平海逸龙湾8栋1105房

的房产证，证号为：77181，声明作

废。

●郭春遗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路

30号省糖烟酒公司宿舍1栋第6

层603房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2002001042，声明作废。

●海南一洲药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证号：琼AA8980341，声明作废。

●海南中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CWMM3C，声明

作废。

●吴金花不慎遗失房屋租赁证，证

号为47735，声明作废。

●万宁市加朝智慧树幼儿园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19250901，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确权通告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0729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司在京东网络

拍卖平台在线公开拍卖：一批煤

（约900吨），竞买保证金：5万元。

拍卖时间：2020年7月29日10时

至2020年7月30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

涉案财物，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

有意向竞买人请登录（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

按相关规定办理竞买手续。展示

时间：2020年7月27日至28日,

展示地点：马村新兴港码头堆场

电话：0898-66776139

地址：海甸岛四东路颐和花园8-

1-501 海关监督电话：0898-

68516392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三亚市内现有国有企业房产转让，
建筑面积6072平方米，价格面议；
另有酒店整体出租。
联系电话：18907605133

转让出租

超市招商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项目收购+转让+规划设计
房地产+农庄+度假村+酒店+土
地等。电话：0898-66894829

收 购

防水装修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土地通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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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罗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
◀上接A11版

事实真相：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长期以来一直同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
合作。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及时向世卫组
织和国际社会通报信息、分享病毒研究成
果，并积极配合世卫组织专家组访华考察，
所谓“中国利用世卫组织拒绝国际专家进
入武汉研究病毒”纯属无中生有。

◆世卫组织是由 194 个联合国会
员国组成的国际机构，其21人的总部
领导团队中只有 1位中国成员，有 11
位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
亚。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或执业的
医生、流行病学家、救援人员和公共卫
生专家，其工作依靠的是科学、证据和
专业知识。

◆在宣布暂停缴纳世卫组织会费
前，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资金来源国。
2018年至2019年，中国在世卫组织缴
纳的会费金额排第三，次于美国和日
本。根据世卫组织官方信息，会员费目
前仅占该组织资金来源的不到四分之
一，剩下的资金来自自愿捐赠。

◆2020年1月3日起，中国有关方
面即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
地区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
疫情信息。1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专家评估组初步判断武汉市不明原因
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当天即将病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
展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网站发布关于中国武汉聚集性肺炎病例
的声明，表示在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新
型冠状病毒是一项显著成就。1月11日
起，中国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等通报疫
情信息。

◆北京时间1月29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通过官方渠道告知美方，欢迎
美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美
方当天即回复表示感谢。2月16日开
始，由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尼日利亚、
俄罗斯、新加坡、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25名专家组成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专家考察组，利用9天时间，对北
京、成都、广州、深圳和武汉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调研。

谎言13：中国阻挠国际社会调查世
卫组织

中共还试图阻止世卫组织 193个
成员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世卫组织
的疫情响应和病毒的来源进行公正、独
立、全面的调查。尽管这个阻挠最终失
败，但中共已经开始试图阻挠这些重要

的调查。
事实真相：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5月19日协商一致通过了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决议。中国同 144 个国家一道，是
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世卫大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议
明确认可和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关键领导
作用，呼吁会员国防止歧视、污名化作
法，打击错误、虚假信息，在研发诊断工
具、诊疗方法、药物及疫苗、病毒动物源
头等领域加强合作，并适时对世卫组织
应对疫情工作进行评估。这些均符合中
方立场主张，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
家的共同愿望。

◆关于对世卫组织进行评估问题，
世界卫生大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议提
出，评估由世卫组织总干事同会员国协
商后进行，目的是审议世卫组织应对疫
情的经验，并提出未来工作建议。世卫
组织曾对甲型H1N1流感和埃博拉应对
工作进行评估，这是世卫组织在每次应
对重大疫情后的惯常作法。决议要求评
估进程是逐步、公正、独立和全面的。

◆关于病毒溯源问题，决议基本参
照5月 1日《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
委员会建议措辞，将溯源研究范围严
格限定在查找动物来源、中间宿主和
传播途径，目的是为了国际社会未来
更好应对疫情。这也是世卫组织和谭
德塞总干事的建议。有个别国家在磋
商中要求将病毒溯源作为优先事项，
但大多数国家认为当前重点是疫情防
控，不赞成将病毒溯源作为优先事项，
拒绝了有关措辞。

◆与中国相反，美国等少数国家没
有参加决议的共提，美国还在大会通过
决议时发言对决议内容作出诸多保留。

谎言14：中国指责美国耽误时机、
抗疫不力

4月29日，一名中共高官怪罪特朗
普政府“在病毒威胁已经显而易见之后
仍然浪费了数周时间”。

事实真相：美国国内疫情发展至近
日，美国抗疫成果如何、是否耽误时机，
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在眼里，国际社
会自有公论。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
数据，截至7月17日，美国新冠肺炎总确
诊病例达到3576221例，死亡病例达到
138358例，其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均居
世界第一。当日全球新冠肺炎总确诊病
例达13808626例，美国一国确诊数即占
全球总确诊数约26%，而美国人口仅占

全球人口总数约4%。
◆根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

媒体2020年4月复盘的美国疫情时间
线，美国政府一再忽视疫情警告，怠于采
取防控措施，反而着重于控制信息传播，
限制医学专家向公众发布疫情信息，甚
至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民众，称新冠病毒
是“大号流感”，感染病毒的风险和死亡
率“非常低”，疫情会很快“奇迹般地消
失”，导致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被白
白浪费。

◆《纽约时报》网站2020年5月20
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显示，
美国行动限制措施的延迟导致至少3.6
万人付出生命：如果美国政府提前一星
期实施行动限制措施，能够多挽救3.6万
人的生命；而如果美国政府提前两星期
就开始实施行动限制措施，美国83%死
于新冠病毒的患者将幸免于难。《时代》
周刊网站5月20日报道，美国延迟采取
社交疏离政策导致了90%的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

谎言15：中国搞“战狼外交”
4月24日，欧洲向中共屈服，在一份

关于病毒相关虚假信息活动的报告中洗
白了中共的罪行。中共的“战狼外交”否
认西方社会的任何指责，荷兰驻台机构

“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代表纪维德
（Guy Wittich）4月27日宣布，该机构
改名“荷兰在台办事处”，遭到中共抵制。
在4月30日的一份声明中，中共外交官
警告说，荷兰改变其驻台湾机构的名称将
会面临严重后果，包括中共停止向荷兰
供应个人防护设施以及抵制荷兰产品。

事实真相：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中国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宗旨，同各国开展友好合
作，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
我们的使命。

◆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五千年
优秀文明的传统之上。中国自古就是公
认的礼义之邦，中国人爱好和平、崇尚和
谐，以诚待人，以信为本。我们从来不会
主动欺凌别人。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
有骨气的。人无是非，难以立信；国无是
非，难以立世。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
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
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
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
义和人类良知。

◆中国致力于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一贯主张世界要走向
多极化，国际关系要实现民主化。各国
不论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彼此应和平
共处、平等相待，有事一起商量，不能搞

“一言堂”。不管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会在国际上称王称霸，都将始
终站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一边，站在
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一边。那些总想给
中国扣上霸权帽子的人，恰恰是自己抱
着霸权不放的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性
挑战，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相互之间多一些支持、少一点指责；多一
些合作，少一点对抗，共同为世界开辟更
加美好的未来。

谎言16：中国驱逐美国记者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发表一篇评

论文章批评中国（中共）的病毒应对措施
后，中共于2月19日吊销了3名该报驻
京记者的记者证。一个月后，中共又撤
销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的
记者证，并违反香港基本法，将禁令扩大
到在香港的报道。

事实真相：中方吊销《华尔街日报》3
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是因为该报公然
发表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辱华标题评论
文章，并拒不公开正式道歉、查处相关责
任人。而此后中方对美媒采取的相关措
施是对美方长期打压中方驻美媒体机
构、特别是驱逐60名中方记者的对等反
制，其中关于有关媒体记者今后不得在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从事记者工作部
分，属于中央政府依据“一国两制”和基
本法享有的外交事权。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辱华文
章，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社
会广泛谴责。中方就此多次向《华尔街
日报》提出严正交涉，阐明中方严正立
场，要求其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
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但该报一直
推诿、搪塞，既未公开正式道歉，也未查
处相关责任人。

◆美方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政治
打压行为不断升级。2018年12月，美司
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北美分台登记为

“外国代理人”。今年以来，美国务院宣
布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9家中国媒
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

◆美方对中国记者入境签证采取歧
视性政策，仅允许中国驻美记者单次入
境。2018年以来有30余名中方记者遭
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

◆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
自3月13日起，将削减作为“外国使团”
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40%的中
国籍员工，实际上变相驱逐了60名中国
驻美记者。

◆2020年5月11日，美国国土安全
部发布公告，大幅缩短持I类签证的中国
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规定有关记者在
美停留期仅限于执行所属新闻机构任务
所需时间，最长不超过90天，到期后可
申请延期。在申请延期期间，可继续在
美停留，最长不超过90天，如延期未获
批准，须立即离境。每次延期最长可获
得不超过90天停留期。

◆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
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
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中方反对的是针
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
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
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谎言17：中国趁疫情推动香港国安
立法，扼杀香港民主

在“疫情的掩护”下，中共利用封锁
压制了香港的游行示威，并在5月22日
强推香港国安立法。此法将会让中共国
安人员进驻香港街道，加剧对香港公民
的监视，并施行一种专门用来惩罚和平
示威者和异见人士的社会信用得分系
统。这种铁腕手段正是4月以来一系列
民主人士被捕的延续，这其中包括了81
岁的李柱铭——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
新闻出版商黎智英、以及10多个知名民
主领袖。中共正在宣传中国（中共）的威
权统治提供了比自由民主的法治更好的
治理体系。但是，民意测验显示，没有人
会听从中共兜售的宣传。

事实真相：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非但不会受影响，而且会在安全环境下
得到更好行使。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香港特区
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禁止民众聚集的

“限聚令”，是从民众健康角度出发作出
的负责任决定。

◆维护国家安全同尊重保障人权从
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涉港国安立法针对
的只是那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
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
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对绝大多数
在港爱港、遵纪守法的香港居民和外国
人士而言，完全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对
号入座。

◆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

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
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会侵犯香港居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香港警方根据调查事实及获得的
证据依法对“叛国乱港四人帮”之一黎智
英、香港反对派头目李柱铭、反中乱港分
子李卓人等15名犯罪嫌疑人予以拘捕，
是维护香港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正
常执法行动。6月15日，上述15人因被
控参与、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在香
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香港各界团体和人士5月24日自
发组织成立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合
阵线，8天内收集到近293万香港市民签
名，全力支持中央进行涉港国安立法。

◆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拖延 23 年
未能完成。“修例风波”使香港面临回
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也进一步暴露
了香港国家安全的风险漏洞。从国家
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势在必行、刻
不容缓。

谎言18：中国借疫情在南海扩张势力
4月4日，在充分利用这场国际危机

牟利后，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撞沉了
一艘越南渔船。然后，北京的岛礁清单
上就增加了80个新地点，以进一步声称
其在南中国海的虚假领土主张。美国国
务院警告中共：“不要再利用其他国家无
暇顾及或这些国家的脆弱来扩大其非法
主张。”

事实真相：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及其
海床、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今年3月，一些越南渔船擅自进
入中国广东、广西、海南近海从事非法捕
鱼活动，中国海上执法部门对其采取了
必要措施。

◆中国政府根据国内法规，选定并
公布部分西沙、南沙岛礁名称和管辖海
域海底地名，是中方依法加强和规范海
洋管理的正常、例行举措，符合国际法和
国际通行做法。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集中精力同
东盟国家开展抗疫合作，相互支持和帮
助，彼此互信得到进一步增强。南海正
在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抗疫的互助
之海、合作之海。

◆在此形势下，美方向南海增派军
机军舰炫耀武力，频频挑拨中国和东盟
国家关系，处心积虑破坏南海得来不易
的稳定局面。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