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原中倩A09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文明中路上坡公寓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4HN007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招租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中路158号
上坡公寓A栋7套房（包括6套住宅用房、1套非住宅用房），总建
筑面积825m2。挂牌底价139560元/年，以成交价作为首年租金，
租赁期限为5年，每年租金递增1%-3%。标的房产所在区域商
业、住宅等物业已形成规模，社会公共设施完善，交通方便。目前
房间空置。公告期：2021年4月8日至2021年4月21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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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产权交易 21 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03 施女士、
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4月8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4月28日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海口市滨海大道39号滨海明珠7个地下车库，证号分别为：海口
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44770、144762、144768、144767、144761、
144771、144760，面积25.36—52.31平方米（清单备索）。参考价：
12.5-20万元/个，竞买保证金：3万元/个。

特别说明：竞买人须符合相关限购条件。标的展示时间：自见
报之日起至2021年4月26日。

有意者请于2021年4月27日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6003116600022；开户行：海南银行总行营业部。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海口经贸大楼9层
电话：0898-66721736 13807653966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0428期）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3HN0068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1、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乡龙头上村村委会库房；2、海口市
海秀路111号海纳商务楼（环立大厦）707房；3、海口市大同一横路
老干部活动中心附楼5楼和6楼；4、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高登东街
（马鞍街3号）宿舍楼1-2层整体；5、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琼山中学
校门西侧4间商铺；6、海口市文明东路25号临街铺面；7、海口市华
海路8号中深小区1-8-2号；8、海口市大同一横路9号104号商
铺；9、海口市琼山区福地后街04号铺面；10、海口市大同一横路老
干部活动中心主楼第四层；11、海口市华海路19号侨盛花园A幢
301、401及501号商业用房；12、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路民防小区
6间商铺整体；13、海口市华海路19号侨盛花园A栋101-2号铺
面。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
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1年4月8
日至2021年 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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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
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4月8日

讣告
原海南省地震局副局长燕程同志因病抢救无

效，不幸于2021年4月5日下午病逝，享年68岁。燕

程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4月9日(星期五)上午9

时在海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行，请燕程同志生前好

友、亲属前来吊唁，特此讣告！

联系人：燕升

联系电话:18789692365

2021年4月7日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朝清与被执行人海南美龙投资有限

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

(2020)琼72执恢23号之一执行裁定: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海南美龙

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演丰镇龙窝水库西侧海南美龙生

态园住宅小区78号楼710、712、713号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口

市国用(2008)第002450号]。凡对上述三套房产主张所有权、抵押

权、承租权及其他权利者，应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持相关

证明材料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则视为无异议。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118197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白龙南路28号 邮编:570203

海口海事法院
二○二一年四月七日

海口海事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21)琼72执恢 14号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1年4月13日上午10时在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净价公开拍卖：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

九及十一《执行裁定书》项下部分权益——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

公司抵债机器设备。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

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

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

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

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

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4月12日；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4月12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为准）

主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

电话：0898-68522193 18889996576

联拍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联合拍卖公告
（20210402期）

遗失声明
海南御生堂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沛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

税务局遗失征税专用章两枚，章戳

编号:4号、21号，声明作废。

●文昌市昌洒镇昌洒村村民选举

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市昌洒镇凤元村村民选举

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市昌洒镇昌兴村村民选举

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市昌洒镇昌洒墟社区居民

选举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曾明兵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10440000708733，现特此声明。

●万宁万城文健货运服务点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06MA5T1MXX8A，

声明作废。

●徐建军遗失万悦城购房协议和

收 款 收 据 各 一 份 ，协 议 号 ：

8600561，收款收据号：0001690，

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文昌市食品总公司不慎

遗失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

第二、第三联,编号：（191）琼税现

00003601，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富佳恩科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60000284040652K）

因无法与李柔生股东取得联系，望

该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自登报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主动与公司

取 得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13358036888，商讨及处理公司股

权转让事务，逾期者视为自动放弃

主张股东权利且责任自负。

房屋出租、土地合作
1、临 街 秀 英 大 道 ，建 筑 面 积

659m2，可用于办公、宾馆、培训。

2、临街秀英美俗路，整栋11层，面

积4100m2，可用于酒店。3、临街府

城中山南路，商业用地（出让），面

积3486m2，寻找合作开发。

王先生13907698581

●海口龙华金绿地商行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60017588(1－1)，特
此声明。
●澄迈县桥头镇工会联合会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469023567995715U，声 明 作
废。
●徐扬遗失车牌号琼D53490道
路运输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昌
江字:469026003277 号，声明作
废。
●陵水新村汇而嘉生活超市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五指山市河北东区居民委员会
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
一份，开户银行（五指山市农村信
用 合 作 联 社 ， 账 号
1009592600000140），核准号 ：
J6410022092801, 特 此 声 明 作
废。
●王怡清遗失中南西海岸B18-
1-1806房的购房收据1份，金额：
313553元，声明作废。
●陈富万遗失三亚市明珠广场三
楼尚学教育装修押金收款收据，编
号：0010563，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2018）琼0107执589号之一《协
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
我局已将海南平联房地产开发公
司持有的琼山国用（石山）字第
0119号土地证书项下的32233.33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梁南生，
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
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国用（石山）
字第 0119 号土地证书项下的
32233.33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
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6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0408期）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

10: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 卖 平 台 （https://paimai.

caa123.org.cn）按现状净价公开

拍卖：淇水湾伍号、海石滩贰号和

淇水湾壹号项目异地样板间装饰

物件、电器和家私一批(具体数量

以现场实物展示数量为准)。参考

价：6.05万元/整体；保证金：6000

元。展示时间及地点：4月14-15

日，文昌市龙楼镇亿隆城建投资有

限公司。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4月15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 及 办 理 竞 买 手 续 。 电 话 ：

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注销公告
华南热带作物科学院研究学院科
技 开 发 咨 询 公 司（注 册 号:
20158535-9）拟向儋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企业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试验场机运
队（注册号:90159648-9）拟向儋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企业办理相关事宜。

●邓勇平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建筑起重安装拆卸工
（ 塔 式 ） 初 级]，证 号 ：琼
A052017000090，特此声明。
●卓书逢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建筑起重安装拆卸工
（ 塔 式 ） 初 级]，证 号 ：琼
A052017000093，特此声明。
● 王 家 宾 ( 身 份 证 号 码:
460103199011150030)遗失海口
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现场编号：D54,登记编号：824,声
明作废。
●王盛涵遗失海口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收据，收据
号码：0005127，金额：2000元，声
明作废。
●陈战鹰遗失海口美丽沙0602地
块28号楼401房的海口市商品房
买卖合同，合同编号：L00341740，
声明作废。
●陈战鹰遗失海口美丽沙0602地
块28号楼401房的海南全国联销
项目收款专用收据（房款），收据号
码：0059700,金额:883609元；收
据号码：0000025,金额:500000
元，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不 动 产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王子严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
（2007）第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王子严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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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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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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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海甸岛四东路民生大厦
招租招商 价格面议
联系人：蔡先生18889271930

王女士15289965262

招租

求购海南土地、房产
联系人：刘先生18523293670

求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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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疫
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
峻的道德考验”。面对这种考验，一
个负责任大国应该交上怎样的答
卷？随着中国交付和援助的新冠疫
苗在中东各国陆续接种，中东地区民
众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对中国疫苗
的信心与感谢。

在全球疫情依旧不容乐观的当
下，疫苗显然已经成为人类最终战胜
疫情的重要武器。在许多中东国家，
居高不下的疫情数据、薄弱的医疗体
系、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当地对于疫
苗的需求格外迫切。然而，即便是那
些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平稳的中东国

家，获取疫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至
于那些深陷冲突战乱或惨遭西方制
裁打压、连普通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
应都成问题的国家，获取疫苗更成

“奢望”。
在中东各国对疫苗深切渴望的时

候，一些多年来习惯于在该地区指手
画脚、到处刷存在感的西方大国，此时
却表现得格外“冷静”。一些拥有很强
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的西方国家不仅
没有积极向困难国家伸出援手，还通
过囤积疫苗和出口管制，人为地制造

“免疫鸿沟”。数据显示，占世界人口
16%的富裕国家拥有全球60%的疫苗，
某些发达国家的订购量是其人口的两
到三倍。

困境之下，许多中东国家纷纷把
目光投向东方，中国的担当作为赢得

了中东人民广泛赞誉。早在2020年6
月，中国就同阿联酋合作开展全球首
个新冠灭活疫苗三期国际临床试验，
随后巴林、土耳其、摩洛哥等国也纷纷
加入这场与病毒赛跑的试验。如今，
中国疫苗陆续运抵中东10多个国家，
成为阻遏疫情的重要力量。

中国不仅努力践行将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还通过向那
些处境艰难的国家援助疫苗履行国际
道义。中国援助的疫苗，成为巴勒斯
坦当时一次性收到的数量最多的疫苗
援助，也让伊拉克顺利启动了全国疫
苗接种计划，更让埃及卫生与人口部
部长哈拉·扎耶德感叹：这是“性命攸
关时刻的雪中送炭”！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全球抗疫的
艰难时世，让世界人民看清了，是谁在

国际社会制造混乱时总是“敢为人先”，
是谁在干涉他国内政时一直乐此不疲，
又是谁在需要体现国际道义和责任担
当时退避三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国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
济、携手并进，不管是分享抗击疫情经
验，还是开展疫苗研发合作、推动疫苗
公平分配，无不体现了对生命健康的最
大尊重、对人权的最大维护。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务实行
动，赢得了中东各国和世界人民的认
可。国际民意调查机构“阿拉伯晴雨
表”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与
美国相比，阿拉伯国家民众更喜欢中
国。该机构认为，中国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帮助中东北非地区国家
抗击新冠疫情，在该地区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中东的抗疫合作，是全球
抗疫背景下中国担当的一个缩影。
中方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疫苗研发完
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
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中方
言必信，行必果，目前已经并正向 80
多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
援助，同时向 40 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还在同 10 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
生产合作。

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携手跨越
“免疫鸿沟”。中国积极作为，彰显了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坚守和使命担
当，深刻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崇高理念。

（新华社开罗 4月 7日电 记者
王健）

跨越“免疫鸿沟”的中国担当
国际时评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许
可 郑明达）针对美方近日借人权问
题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表示，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
住其作过的恶，奉劝美方放下傲慢与
偏见，正视、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
权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6日表示，在
涉及到美方关切的中国在新疆实施

“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问
题上，美方的举措是有意义的。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多次说过，所谓新疆‘种族
灭绝’是荒谬之极的世纪谎言。”赵立
坚说，美方越是“孜孜不倦”地炮制涉
华人权谎言，伪装成人权“卫道士”，越

说明它对自己积重难返的人权状况心
虚不已，只能靠将脏水泼向别人以转
移视线。“这套蒙蔽世人的伎俩不会得
逞。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
作过的恶，历史和现实都已记录下它
侵犯人权的条条罪状。”

赵立坚列举了美方侵犯人权的几
条罪状。第一宗罪是殖民主义。他表
示，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
性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犯下罄竹难书
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美国在
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
大肆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
人人口从15世纪末的500万骤减至
20世纪初的25万。

第二宗罪是种族主义。赵立坚
说，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

性、持续性的存在。联合国消除种族
歧视委员会早就指出，美国非洲裔在
健康、就业、教育和公平审判等方面的
权利面临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疫情暴
发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从去年
3月以来增长了150%。今年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审议美国国别人权报告
时，有110多个国家对美国人权问题
提出了批评，要求美国切实解决自身
存在的种族歧视等系统性问题。

第三宗罪是输出动乱。赵立坚指
出，2001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约80个
国家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开展
的军事行动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
其中平民约33万人，阿富汗、伊拉克、
叙利亚等许多国家几千万人流离失
所。美西方支持策动“阿拉伯之春”，

造成了西亚北非很多国家至今仍处于
动荡之中。

第四宗罪是干涉主义。赵立坚
说，美国多年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
旗号，无视《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
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对主权国家大
打出手，美国还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实
施单边制裁，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危
机。“试问：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国
家主权沦丧，人权又怎能保障？”

第五宗罪是双重标准。赵立坚
说，美方无视新疆发展繁荣的现实和
2500万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的事实，仅
仅依据几个所谓伪证人的说法就随意
给中国扣上“种族灭绝”的帽子。在谈
到美国政府如何对待本国穆斯林时，
赵立坚说，“9·11”事件后，一些美国

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甚至发生打砸洗劫
清真寺等极端行为，穆斯林群体成为
白人暴徒的袭击对象。2017年，美国
上届政府出台“禁穆令”，使美国成为
世界上唯一专门针对穆斯林群体颁布
禁令的国家。美国一项民调显示，
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美国
面临歧视。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
边自欺欺人标榜自己是所谓的“人权
楷模”，一边肆无忌惮在人权问题上
玩弄双重标准，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
霸权的工具。“我们奉劝美方，放下傲
慢与偏见，正视、检视自身存在的严
重人权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
进，而不是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说
三道四。”

外交部发言人揭批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

4月6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当
地警察局长兰多（右）和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官员
塔利出席新闻发布会。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
堡军事基地附近6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重
伤，嫌疑人在进入基地时被打死。德特里克堡在
上世纪中叶是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研发中心，目前
是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和美国陆军传
染病医学研究所所在地。 新华社/美联

美国一军事基地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重伤，嫌疑人被打死

4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一名男子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部外走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日发布《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6%，
增速高于此前预期。

新华社发（沈霆摄）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