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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济公山旅游文化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孙丽华)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浦海关缉私
分局遗失 267506655878 账户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J6410001111204，声明作废。
●冯得雄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证号：46900710720016000
4J，声明作废。
●海南卓宜佳广告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章变形，声明作废。
●海南七仙岭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永乐汇邦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嘉鑫源房地产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定安县黄竹镇大坡村民委员会
三浪村民小组法人林轩遗失私章
一枚，声明作废。
●定安县黄竹镇周公村民委员会
排田村第二村民小组法人谢布太
遗失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家冲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一本，证号：定府林证字
（2010）第011248号，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琼香饼厂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SC12446902900018，现声明作废。
●吴锦昌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阜
龙乡天堂村委会来塞村林权证，证
号：B460801906630 号，声明作
废。
●文昌市文城镇堂福村民委员会
陈村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6410007663502，账 号 ：
210427001003500000092，声 明
作废。

●孟忠忠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

有限公司温泉庄园3#1902收款证

明收据一张，编号：2220506号，声

明作废。

●郑文统不慎遗失五指山水务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02667320，金 额 ：

229386.98元，特此声明。

●陈卓雄、陈思杨遗失坐落于陵水

县英州镇旅游度假区A05区C1-

12号房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

水字第20123200号，声明作废。

●海南振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爱民分店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

CB0120296（Ⅲ），声明作废。

●陈腾江遗失座落于海口市琼山

区兴丹路12号夏瑶花苑14层3-

1405房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

（2020）海 口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66584号，特此声明。

●龙发（三亚）市政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

干埇村民委员会遗失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腰子农村信用合作社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8583301，声明作废。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公章损坏，

声明作废。

●石锬2012年6月高中毕业于黄

梅县第五高级中学，现毕业证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

●贺永雄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

有限公司温泉庄园3#1907收款证

明收据两张，编号：2220507 号、

0002069号，声明作废。

●张默楠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2015 房 收 据 ，编 号 ：

HN3046473，声明作废。

通知
海南省万宁市多荫橡胶加工厂及

赵红霞女士：

因你方未提供租金收款账号，我公

司已就支付租金一事多次与你方

联系，但因你方拒不回应导致我方

无法支付租金。请你方看到通知

后与我公司联系或提供收款账号，

我公司联系人：王爱，联系电话：

13086016677，联系地址：海口市

美兰区国瑞城·铂士苑1栋2单元

502。特此通知。

万宁盛华橡胶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3日

认婴公告
女童，姓名不详,出

生约6岁，于2021年

7月 21日在海口市

美兰区海甸岛一西

路盐务局后面的海甸河岸边公园

步道休闲椅处被捡拾。婴(儿)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

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

被依法安置。电话:66268012。海口

市社会福利院 2020年8月13日

注销公告
三亚嘉鑫源房地产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拟向三亚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临高县博厚镇博北村民委员会
遗失临高县博厚农村信用合作社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6952301，账号：2108050
01003500000474，声明作废。
●东方兴强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0772129364
0C）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民委员会
内坡村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4456702，
声明作废。
●儋州富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为琼F08912（黄色）的道
路运输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儋
州字 460400063962 号，声明作
废。
●陵水大利农贸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78071185-7，声明作废。
●三亚嘉鑫源房地产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
证号：460200000072195，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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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仓库招租
府城红城湖路周边有1000平方米
的仓库招租。陈小姐13005008379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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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
日就美国、欧盟妄评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一事表示，中
方对别国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作出坚决和必
要反应，完全合理合法。

有记者问：日前，美国国务院称，各国均有权不受外
部胁迫地自主确定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欧盟对外行动署
称，欧盟成员国同台湾互设“代表处”不违反一个中国政
策。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强烈反对美方对中方的正当举措指手画脚、粗
暴干涉。同时，我要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清晰
而明确，不容歪曲和篡改。”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铁的事实，也是公认的国
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华春莹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就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包括断绝一切同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个别国家和某些
人妄图混淆视听，用心险恶，但他们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她表示，中方敦促欧盟方面在涉台问题上坚持正确
立场，不要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
给中欧关系制造新的麻烦。

就美国、欧盟妄评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张汨汨）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谭克非13日就美军印太总部司令涉华负面言论
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近日，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在阿斯
彭安全论坛上就多个涉华议题发表负面言论。在被问到
美军是否有能力在危急情况下援助台湾时，阿称美拥有
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军力，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态。此
外，阿还对中方在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做
法予以负面评价。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非说，我们注意到了美方有关言论。近期，美军有
关人士屡次就涉华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干涉中
国内政，渲染中美对抗，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台湾、香
港和新疆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美官
员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
藐视和践踏。关于南海问题，美方作为域外国家，却经常打
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搅局，破坏地区
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事实早已证明，美国
才是南海的“麻烦制造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谭克非说，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正处在关键当口，
何去何从备受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关注。发展健康稳定
的两军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
待。中方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我们敦促美方
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两国两
军关系发展的事情。

谭克非说，正人先正己，欲言先自省。众所周知，二战结
束后美军仍在世界各地频繁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仅2001
年以来，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战乱，就已造成80多
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
国军队始终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多次参与国际维和、海上
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行动，积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
系改革，坚定捍卫公平正义、促进和平发展。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军队还与有关国家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
作。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就美军印太总部司令涉华负面言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潘洁）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13日主
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
会。吹风会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
行，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
表出席。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
年、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
志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科技
部重大专项司副司长张洪刚、国家卫
生健康委科教司副司长顾金辉与会。

马朝旭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
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及时
同国际社会交流防控经验，力所能及
地提供抗疫援助，并率先开展全球规
模最大的疫苗合作行动，为世界公共
卫生安全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始终秉
着科学态度积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合

作，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
病毒溯源研究。世卫组织于今年3月
正式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溯源问题做出
最权威、最专业、最科学的结论，提出
今后溯源工作的具体建议。中方专家
还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对第二阶段
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

马朝旭指出，中方对全球溯源问
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第一，
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也只
能由科学家研究找到病毒的动物源
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任何国家都
无权为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视生命、将
科学问题政治化或对别国进行抹黑
攻击。第二，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
究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
认的结论和建议，必须得到包括世卫

组织在内的各方尊重和实施。今后
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此基础
上开展，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三，中
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
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溯源，违背世卫大
会决议的溯源，以及抛弃中国－世卫
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溯源。第四，世
卫组织秘书处应按照世卫大会决议
要求，就全球溯源工作计划、包括后
续机制同成员国充分协商，充分尊重
成员国意见，对当事国的溯源计划更
应同当事国协商确定，在此基础上有
效开展合作。

马朝旭强调，病毒没有国界，疫
情不分种族。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
都是疫情的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
病毒源头，及早阻断疫情传播。当前
疫情反复蔓延，加大疫苗公平分配，

团结合作抗击疫情仍是当务之急。
溯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
坚决反对政治化。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积极开展全球科学溯源，为人类
最终战胜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梁万年详细介绍世卫组织国际
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联合研究的具
体情况，特别是联合研究报告的结
论和主要建议的科学性、权威性。
袁志明介绍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
冠状病毒研究情况，用事实批驳了

“武汉病毒所泄漏论”。徐建国从医
学科学角度，介绍了溯源工作的科
学性和复杂性以及研究冷链传播的
必要性。张洪刚介绍了国内开展科
学溯源研究以及全球溯源科研特别
是多国多地发现早期病例情况。顾
金辉回顾了中方同世卫组织积极开

展合作情况，并介绍下阶段溯源中
国方案。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会
上发言表示，俄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
化，支持以协作、透明、多边主义方式
开展病毒溯源。世卫组织机制应根
据成员国授权，由成员国协商确定原
则，基于既有科学证据开展溯源工
作。索马里驻华大使阿瓦莱表示，中
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
科学结论。溯源研究应当按照世卫
大会决议相关要求进行。抗击疫情
是国际社会当务之急和优先事项。
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供应超
过8亿剂疫苗，向“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捐赠1亿美元，并且全年将向全
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为全球抗击疫
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外交部举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驻华使节吹风会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梁君穷 美编：张昕

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客户为中心，找
准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点和利益交
汇点，结合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承担
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任务，聚焦服务实
体经济、服务乡村振兴、优化服务流
程、推动服务升级等重点工作任务。
2021年以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党建带动团建
的发展模式，主动出击，心系群众，为
广大农民群众办实事，积极践行“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

求，以“群众利益无小事”为出发点，
扎实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见
实见效。

其中邮储银行白沙黎族自治县支
行营业部以“党员+团员”的实践服务
活动，经常深入开展“零距离”金融服
务，切实打通服务困难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白沙支行营业部充分借
助移动展业等电子设备，以党员同
志带领年轻团员积极主动上门为岁
数较大、行动不便、瘫痪在床以及偏
远地区的橡胶农户提供“白沙橡胶
卡”的银行卡激活服务活动。这一
举措有效解决了一大批胶农手中的

“白沙橡胶”银行卡无法激活的实际
难题，推动“白沙橡胶”银行卡激活
问题及时就地得到解决，化解了农
民群众手中卡中有钱无法使用的问
题，赢得广大农户的好评和称赞，也
有效破解了业务发展难题，为该行
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带来了更好发展

机遇和发展效益。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通过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实践活动，
进一步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助力海
南乡村振兴。其中，对困难群众的上
门服务实践活动，展示出邮储银行海
南省分行基层青年员工的风采，推动
形成党员干部和职工志愿服务的长效
机制，有效促进了为民服务的常态化，
有助于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为
民服务的动力源泉。

（撰稿/许哲）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心系群众办实事 推动服务再升级

邮储银行白沙县支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服务活动。 （受访单位供图）

外交部13日举行新冠病毒溯源问
题驻华使节吹风会，邀请权威专家与驻
华使节面对面，介绍中国推动全球合作
抗疫和溯源合作举措，回顾第一阶段溯
源研究的具体情况，介绍第二阶段全球
溯源的中国方案，并用充分的科学事实
戳破针对中国的抹黑言论。

“第一阶段溯源研究
经得起历史检验”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
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向
驻华使节介绍了世卫组织国际专家
和中国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今年年
初在武汉开展的第一阶段溯源工作。

他说，联合专家组在武汉期间，
充分利用有限时间进行了广泛访谈、
座谈和现场访问，看了很多地方，包
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
病毒研究所等，访谈人员包括医护人
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甚至病
人、死亡患者家属等。虽然时间短、
任务重，但研究工作都按计划圆满如
期执行了。

“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联合研
究团队共同制定和实践的这一套研
究方法是科学的、全面的，真正凝聚
了科学家们的心血，也是今后人类在
应对新突发疾病的溯源研究中值得
借鉴和传承的。”他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副司长
顾金辉说，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开展
病毒溯源研究，正因为中国是个开放
的大国，愿意在溯源这个科学问题上

听一听国际上各相关领域顶尖科学
家们的专业建议，以便让溯源研究开
展得更快、更好。本着公开、透明、坦
诚的态度，中国积极与世卫组织沟
通，率先主动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
专家组来华合作开展溯源联合研究。

在谈到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时，顾金辉说，当时
中方为世卫组织专家在华研究做了大
量工作，拼尽了全力，这份联合研究报
告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冠病毒全
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顺利完成，是
全球溯源研究的良好开端。

“新冠病毒不可能是
人工制造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说，从生
物安全的角度看，传染病疫情可分为
三类，包括自然性的、事故性的和蓄
意性的。目前诸多证据表明新冠肺
炎疫情不具有蓄意性、事故性特征，
而是自然发生的传染病，只不过目前
还没有发现它的动物宿主。

“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工制造
的。”徐建国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
一种病原体是人工制造的。没有一
个实验室具有设计、制造地球上并不
存在的全新病毒、全新细菌的能力。

因此，所谓“新冠病毒是科学家制造
的”传言是危言耸听，违背科学常识。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
室主任、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袁志
明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驻华使节
们介绍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历史背
景、研究领域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等相
关情况，强调有关新冠病毒是由武汉
病毒研究所“制造”或“泄漏”的说法
是无中生有，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

“第一，在2019年12月30日之
前，我们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
冠病毒；第二，我们从来没有设计、制
造或泄漏新冠病毒；第三，迄今为止，
我们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

‘零感染’。”他说。
袁志明说，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

不顾科学界普遍共识，在毫无证据的
情况下传播“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
漏”的谣言，将病毒溯源政治化，不仅
干扰了科研机构的正常工作，动摇了
民众对科学的信任，还影响了世界各
国协同抗疫的决心和信心，给深受疫
情影响的世界蒙上阴影。

“多点多地溯源十分
必要”

对于第二阶段溯源工作，顾金辉

表示，应在第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延续
开展，第一阶段溯源已经开展过的尤
其是已经有明确结论的研究，第二阶
段就不应再重复开展。下一步，应在
成员国充分广泛磋商基础上，推动在
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
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
主引入等方面的溯源研究。

“中方坚决反对抛开第一阶段联
合研究团队、机制和方法而另起炉
灶。”顾金辉说。

袁志明说，近期，世界多个实验室
在对一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采集的
血液样本进行重新检测时检测到新冠
病毒抗体，这些结果表明新冠病毒感
染可能早于先前已知的时间。从病毒
的遗传进化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新
冠病毒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在世界不同
地方流行。因此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多
点多地溯源十分必要。

梁万年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
界面的第一现场。“下一步，由于病毒
从天然宿主经由中间宿主传人的路径
最为可能，应在所有有菊头蝠和穿山
甲分布的国家开展研究，尤其是采样
检测不足的地区。经上述综合评估确
定有更早期证据的、动物检测出新冠
病毒相关冠状病毒阳性的国家，以及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冷链上游供应链的
国家，也应进行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各方反对将溯源问题
政治化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吹
风会上发言时表示，俄方反对将溯源
问题政治化，支持以协作、透明、多边
主义方式开展病毒溯源。世卫组织
机制应根据成员国授权，由成员国协
商确定原则，基于既有科学证据开展
溯源工作。

“索马里是上个月致函世卫组织
总干事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国
家之一。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
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由科学家共同完
成，不应该被政治化。”索马里驻华大
使阿瓦莱说，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
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科学结
论，溯源研究应当按照世卫大会决议
相关要求进行。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公使法鲁克
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带来深重
灾难，病毒溯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应对疫情，让国际社会尽快实现疫后
恢复，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只会阻碍这
一目标的实现。

他表示，某些国家出于一己政治
私利、搞有罪推定式的病毒溯源，损
害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将溯源
问题政治化意味着不是没有能力应
对此类危机，而是选择把精力转移到
其他地方。”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潘洁）

权威专家与驻华使节面对面

回应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