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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记
者许可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
纠集极少数国家发表所谓“联合声
明”，公然质疑否定中国－世卫组
织联合专家组报告，这是他们不尊

重科学、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确凿
证据。

“美国早在报告发布前就已经开
始做这件事了，但响应者寥寥。”她说。

华春莹说，溯源是科学问题，应由
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不能被政治化，

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她表示，把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

法极不道德，也不得人心，只能阻碍全
球溯源合作，破坏全球抗疫努力，导致
更多的生命损失，同国际社会团结抗
疫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相信国际社

会绝大多数国家对此看得很清楚，他
们的图谋不会得逞。”

“有关国家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
问：你们自己的抗疫工作究竟怎么
样？你们为国际抗疫合作都做了什
么？”华春莹说。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30 日在日内瓦
正式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
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比较可
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
人类。

外交部驳斥极少数国家所谓“联合声明”：

把病毒溯源政治化极不道德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方专家权威回应溯源联合研究五大关切
新冠病毒的源头可能在哪里？实

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是否排除？后续应
如何开展溯源工作？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
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31日举
行新闻发布会，继此前世卫组织发布
报告后，进一步介绍溯源联合研究的
关键信息，权威回应公众关切。

得出哪些结论？

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
实验室传人

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
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传人、经中
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等四种引入
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

中方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
梁万年在发布会上说，人畜共患病直
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
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
一种“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
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
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事故
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此外，根据溯源研究，蝙蝠、穿山
甲或鼬科、猫科动物及其他物种都可
能是新冠病毒潜在的自然宿主。

梁万年说，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
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

似性的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
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
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

不过，中方专家组介绍，对华南海
鲜市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
阳性。

没有找到源头？

“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病
毒最早出现”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介绍，经过近2个月的共同努力，联合
专家组就此次联合溯源工作的研究方
法、主要发现、科学假说及下一步建议
的主要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最
早出现的地方。”梁万年说，中国是第
一个和世卫组织联合开展溯源研究的
国家。纵观传染病历史，要想真正找
到新发传染病的源头，并被全世界公
认，要花很长时间。

联合专家组分子流行病与生物信
息学组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北京基
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杨运桂介绍，病毒
溯源过程中，联合专家组达成一致，在
全球框架下提出建议，要建立一个整
合全球所有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整合数
据库。通过文献梳理，专家组也认同，
存在比武汉更早的国外序列样本，提

出要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跟踪早期的病
例样本。

数据是否完整？

“中国没给原始数据的提
法不成立”

梁万年表示，联合专家组秉持“四个
共同”的原则，即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共
同开展科学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
同发布研究结果，中方专家掌握的信息
和外方专家掌握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说我们不分享的这个假设和提
法，是不成立的。”梁万年说，有些数
据，比如涉及病人隐私等，按照中国法
律，不能带走、不能拍照，但中外专家
都是在一起做分析。

此外，梁万年表示，数据完整性应

当有边界。“永远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
数据都收集到了。”梁万年说，整个结
论是基于我们目前已掌握的数据，加
上科学家们的科学知识和经验，推理
形成的结论。科学在进步，人们对病
毒的认识在进步，只能在掌握信息中
做出判断、进行推理。

报告为何费时？

“经得起历史考验”

梁万年介绍，联合专家组自今年
2月9日在武汉公布框架性共识以来，
又认真核实梳理了每一句话、每一个
结论、每一个数据，反复磨合，旨在更
科学、更完善地发布结果。

“写这个报告，拿出了绣花的功
夫。只有中外双方联合专家组共同认

可报告才能发布，并没有预设时间。”梁
万年说，“这份报告经得起历史考验。”

梁万年表示，希望未来在世卫组
织的领导下，全球科学家能团结协作，
继续以科学的方式来开展新冠病毒的
溯源工作。

下一步研究什么？

中方专家组提出四项建议

梁万年说，中国是首个病例报告
国，所以在中国率先开展全球溯源。
但溯源工作是持续性工作，在中国溯
源结果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在全球广
泛开展溯源。

对于病毒溯源，中方专家组提出
四项建议：

一是要扩大全球统一的数据库，
包括分子、基因序列、临床、流行病学、
动物监测以及环境监测的相关数据；

二是要在全球更广阔的范围内继
续地去发现可能的早期病例；

三是关于动物宿主，全球科学家
都要共同努力，在多国多地共同开展
相关研究，更多元地寻找可能成为病
毒宿主的动物物种；

四是要进一步地了解冷链以及冷
冻食品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
董瑞丰 胡喆）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退役军人服务体系九大功能
个人信息动态管理 就业创业促进服务
网格沟通联系管理 优抚帮扶解困服务
合法权益全程维护 矛盾诉求调解处置
政治军事文化弘扬 社会资源融合统筹
志愿力量组织协调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电话：0898-68660501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致在琼国际人才的一封信
详情请扫码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海南地质锆业有限公司95%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3HN006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地质锆业有限公司95%股
权。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0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锆系列制品，矿产品的加工、贸易等。截止2020年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54907573.22元，总负债101211.29元，净资产
54806361.93元，主要资产为在儋州木棠工业区200亩土地。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锆系列制品，矿产品的加工、贸易。具体详情见
资产评估报告（海正评报字[2021]第003号）。本次转让公司95%股
权挂牌价格为52066044元。公告期：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4
月28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4月1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公告

黄勋、刘虎：
现美兰分局三江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已对你们在美兰区三

江镇热作场涉嫌未取得规划许可擅自建设的行为立案调查。
请你们于2021年4月9日前携带身份证件、土地租赁合同、

猪场转租合同、建设、施工、承包、购买建材、验收及规划报建材
料等相关资料到美兰分局三江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配合调查，
如委托他人请出示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三新街114号三江镇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联系人：张祖达、廖宝伟 联系电话：0898-6577857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1年4月1日

通告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是海南省民政厅批准成立代表海南王氏

合法的社团组织。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海南省王居
正研究会肩负起海南王氏大宗祠重建工作的重任。经过三年多的
组织筹资建设，在海口市人民政府和琼山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
广大热衷敬宗爱祖王氏宗亲的支持下，克服多方的困难，海南王氏
大宗祠建设已全面完成。为了认真做好海南王氏大宗祠升樑回主
工作，希各市、县王氏宗亲按照本会2020年8月8日决定的《海南
王氏大宗祠主殿台公牌准入实施方案》有关规定，在4月30日前
将各支的过琼始祖、肇基始祖、入籍始祖或入村支祖相关史料，送
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4号海南王氏宗祠理事会，以便审核
落实刻牌主位工作。以上通告，希各宗亲互相转告，依时完成，逾
期自误，恕无介催。联系人：王禄镜，电话：13807669690，王家侨，
电话：13518089189。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 2021年3月30日

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中海北部湾（洋浦）物流有限

公司。合并前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中海北部

湾（洋浦）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后广州中海物流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和中海北部湾

（洋浦）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继承。各

债权人可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视为同意拟合并公司的债权债

务继承方案。特此公告。

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51号

2206、2208房,联系人：阮敏,联系方式：020-38936910

中海北部湾（洋浦）物流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

道157号港航大厦6楼,联系人：江虹,联系方式：0898-68554507

2021年4月1日

吸收合并公告

鉴于非上市公众公司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联大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0月在济南中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且联大集团有限公司对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
的案件已在海口中院审理，严重影响了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资产安全，会对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造成损害。根据《证券法》关于投资者集体诉讼“默示加入、明示退
出”的原则，为了保护非上市公众公司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
万多名小股东合计69669400股非上市股权利益，海南金轮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小股东代表召开了维权工作会议，决定由小股东代表成
立广大股维咨询服务（海南）有限公司，由广大股维咨询服务（海南）
有限公司代表69669400股全体个人小股东行使下列权利：（一）行使
集体诉讼权利，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股份持有人联大集团有
限公司追偿由于出资不实而应赔偿的募集资金一倍的赔偿现金。

（二）在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上代为行使69669400股股票投票
表决权及推荐权、提议权，以防止发起人股东利用股东大会恶意虚增
债务、转移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使广大小股东血本无
归。（三）代表一万多名小股东调查大股东实际履行出资情况及其他
出资情况，向市场监管部门、证券监管机构反映真实情况。（四）督促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积极完成起诉联大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不实的诉讼工作，并应对联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对金轮小股
东引发的不利影响。（五）在2022年10月公司营业期限满前，提出公
司是延期经营或是终止清算的解决方案。此内容通过媒体通知海南
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个人股股东，如个别股东有异议请在媒
体刊登之日起五日内向小股东代表、广大股维咨询服务（海南）有限
公司刘麦军、樊琳提出“明示退出”声明。如无异议，广大股维咨询服
务（海南）有限公司将展开工作，并随时以公告形式向海南金轮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广大中小股东报告。联系电话：0898-68652290

广大股维咨询服务（海南）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通知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美方
彻底停止打着“人权”幌子阻挠
香港由乱及治的浩荡步伐

新华社香港 3 月 31 日电 美国国务院发
表所谓“2020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就香港事
务胡搅蛮缠，大肆污蔑香港国安法等中央涉
港议程，抹黑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警方严正
执法，明目张胆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
就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31日表
示，所谓“报告”的有关内容颠倒黑白，公然践
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预香
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中央始
终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港人依
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与自由。香港国
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历史转折，完善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优化和发展了香港特区的民
主制度，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维
护香港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当前的
香港社会，“黑暴”不再，“揽炒”终结，人心思
稳思定，各界得以团结抗疫、振兴经济、改善民
生，香港市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香港的发
展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发言人指出，美方所谓“报告”打着“人权”
的幌子说三道四，实际却配不上、对不起真正
的人权二字。美国的世界自由指数和法治排
名都落后于香港，自身人权状况不忍卒视，种
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此起彼伏，枪支交易和枪击
事件创历史新高。美方对自身人权问题视而
不见、置之不理，却一再以“人权卫士”自居，
将破坏“一国两制”、侵蚀港人权利自由的脏水
泼向中国中央政府，栽赃抹黑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和警方隐忍克制的执法行动，美化反中乱港
分子的暴力犯罪行径，唯恐香港不乱的险恶用
心暴露无遗。

发言人强调，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对香
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历史大势，香港繁荣稳
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无论美方还是
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言行都是无谓聒噪，打错
了算盘，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
不答应。

发言人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历史、认清事实，
管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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