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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6日10时至2021年9月7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电脑端：https://pro.jd.com/mall/
active/2r1Hv3obemXQc8MWuWTU92wgSCXN/index.html）
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二、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
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竞买人的身
份应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针对拍卖标的限制性政策法规要求；竞买
人明知不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针对拍卖标的限制性政策法规要求
而报名参与竞买，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保证金不予
退还。三、展示时间、地点、要求：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9月5
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四、拍卖方式及
税费承担：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
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
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
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
31982239 13807593991；咨询报名通道二：18876032559；咨询报名
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
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
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
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
拍卖-海关罚没-合作机构-政府机构-受托机构-海南长江拍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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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瑞东实业有限公司12.5%股权

琼海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股权

海口鸿实造林有限公司33.34%股权

海口悦海执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50%股权

三沙祥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38%股权

海南金的农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50%股权
文昌木兰湾商贸有限公司14%股权
海口方达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
澄迈源森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

海南鸿源东腾实业有限公司90%股权

儋州鑫棠牧业有限公司25%股权
LV长男士钱包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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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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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海口美兰机场
油库增容项目供油工程规划方案批后公示启事

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已批复《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海口美兰机场油库增容项目供油工程规划方案。为保障
规划顺利实施、维护法制性，实现监督机制，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
后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2021年8月27日至项目竣工。2.公示地
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及拟建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
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
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27日

关于《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LK13-01、02、03、04地块规划修改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LK13-01、02、03、04地块规划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规划调整方案进行公示。一、公示时
间：30天（2021年8月27日至2021年9月25日）。二、公示地点：
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haikou.gov.cn/）、江东新区
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自贸江东”、海南日报、海口日报。三、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
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
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四、咨询
方式：咨询电话：65686635，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27日

海南丽海阳光九龙温泉酒店和配套用房及动产设备等整体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59-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转让海南丽海阳光九龙温泉酒店和配
套用房及动产设备等资产，标的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快速干道20公
里处东侧，建成于2013年，土地面积为14362.9m2，土地性质为住宿
餐饮用地，地上建筑物面积为45877.81m2，酒店地下1层-19层A01
房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挂牌价33970.66万元，竞买保证金5000万
元。公告期为：2021年8月27日至2021年9月27日。对竞买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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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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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71-2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及仓库进行分别招租，公告
如下：一、招租标的：1、海口市秀华路秀英粮所仓库2第二层；2、海
口市新坡粮所一层6个仓库及一层8间铺面；3、海口市文明中
125号勤工俭学103-2房；4、人民大道6号原工业医药公司办公
楼二层房屋。二、租赁期限：5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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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至2021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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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7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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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海南国际仲裁院
招聘公告

海南国际仲裁院是海南省政府在原海南仲裁委员会基

础上改制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为适应海南仲裁事业快速

发展，服务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建设，我院决定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仲裁秘书2人

二、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请于9月26日前将简历、应聘人员登记表、本

科及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等应聘材料发送至海南国际仲裁

院邮箱：hnac@hnac.org.cn。

具体招聘条件及招聘程序，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海南

国际仲裁院官网https://www.hnac.org.cn/查阅。

联系人：殷先生，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65378098；0898-68553509。

欢迎投身海南国际仲裁事业，服务自

贸港建设！

海南国际仲裁院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 人民日报记者 张梦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
从一己政治私利出发，从隔岸观火到等
待所谓“群体免疫”，利用一系列谎言麻
痹本国民众。待到疫情扩大难以掩盖
时，美国政府又开始甩锅推责，不断指责
和质疑中国，制造包括“病毒系武汉病毒
实验室泄漏”等一系列谎言。今年5月，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要求美国情报部门

“加大力度”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并于90
天内提交调查报告。将病毒溯源这一
科学难题，交由以暗杀、政变、监听、说谎
而见长的美国情报部门来完成，这一做
法无异于视科学为儿戏。

利用虚假情报入侵伊拉克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

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
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
耀。”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
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4月在
得州农工大学演讲时，一语道尽美国
情报机构的“厚黑学”。

近年来，美国靠虚假情报策动战争
的最经典案例，莫过于2003年的伊拉
克战争。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
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声称是伊
拉克正在研制化学武器的证据。之后，
美英联军以此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
然而，美国至今都未能拿出伊拉克存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2019年的一篇
文章整理出了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
题上撒谎的主要时间线。2002年8月，
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伊拉克现政
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毫无疑问
的。”当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赖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声称，伊拉克购买的铝管“只适合
用于核武器计划”。当年10月，时任美国
总统布什表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
因拥有“大量的生物武器储备”。直到
2003年2月，鲍威尔公开在联合国安理
会用虚假情报误导世界。

沃克斯新闻网评论说，时任美国政
府多次夸大或完全捏造情报结论，许多
人因为这些谎言而死于战争。从2003
年到现在，最令人痛心的事情之一是，
任何主要决策者，甚至是辅助决策者，
都没有为他们选择发动的这场造成数
十万人死亡的战争道歉。

美式霸权背后的隐形黑手
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是美式

霸权背后的隐形黑手。美国策动一场
又一场战争、政变、暗杀，都少不了情报
部门编造谎言、罗织罪名。

20世纪中叶，CIA发起“知更鸟
计划”，旨在凭借这一项目收买全球
记者和机构搜集情报。该项目负责
人之一菲利普·格雷厄姆是时任《华
盛顿邮报》的出版人。CIA曾承认，

“知更鸟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
名记者和25个大型组织。直至今日，
CIA仍然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
以求掌握信息、操控舆论。

1964年8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约
翰逊发表演讲，宣称两艘美国军舰当晚
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仅3天后，美国
国会就通过“东京湾决议”，批准总统采

取所有必要措施抵抗任何针对美国军
队的武装袭击，自此，越南战争全面爆
发。但最终解密资料证实，8月4日当天
根本就没有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军舰，
反倒是美军自己的两艘驱逐舰对着空
旷的水面发射了数百枚炮弹和炸弹。

1990年10月，美国HBO电视网播
放了一则CNN提供素材的新闻：一名

“科威特志愿者”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
作证称，伊拉克士兵冲进科威特的一家
医院，将育婴箱内早产婴儿扔在地上，致
使300多名婴儿死亡。这则新闻引发了
美国民众对伊拉克的愤怒。1991年1月
1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伊拉克宣战决议，
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直到一年后有
美媒爆料称，“育婴箱事件”完全是美方
炮制的谎言，科威特医护人员早就指出
该“科威特志愿者”并不存在。

199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伙同
《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造谣称，在美国洛
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华裔
核武专家李文和是中方间谍，并以此为由
向李文和发起多达59项指控，经过9个月
的单独囚禁，结果没有抓到任何证据。为
了诱导李文和认罪，FBI甚至“钓鱼执法”，
凭借名目繁多的罪名逼迫李文和用“认小
罪”换取“免大罪”。直到2000年9月13
日，法庭才根据一项辩诉协议将李文和释
放。美国联邦法官帕克当庭表示，美国有
关部门在这一案件中的行为“令整个国家
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

2018年4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
发动空袭，理由是“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

武器”。但事实证明，所谓的“证据”只是
叙利亚民防组织（又称“白头盔”）的一段
摆拍视频。“白头盔”看似是中立客观的
民间组织，实则受美西方资助，勾结恐怖
主义势力，拍摄虚假视频，栽赃叙利亚政
府。在采访中，当地民众甚至表示，“白
头盔”还尽数掠走了给当地的救援食物。

2018年，FBI在没有任何证据的
情况下，指控美国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
安明犯有电信欺诈罪和虚假陈述罪，对
胡安明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并将他列入
美联邦禁飞名单。《华盛顿邮报》指出，
FBI探员库吉姆·萨迪库通过谷歌搜索
到的一份带有胡安明照片的中文新闻
稿，便指控他为中国间谍，各种指控事
后被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今年6月，
3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致信司法部监察
长迈克尔·霍洛维茨，对FBI利用虚假
信息诬告胡安明深表不安，并要求重新
调查此案。

谎言和行为令人愤慨
除了捏造事实、制造冤案外，美国情

报机构在滥刑、虐囚上也不择手段。美国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从2009年开始对CIA
在审讯中针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的行为
进行调查，形成了6000多页的报告，并于
2014年12月公布约500页的调查报告摘
要。据已经解密的调查报告摘要，CIA为
获取情报，对抓获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嫌疑
人施加酷刑，包括禁止睡觉、囚禁在狭小
空间、实施人身羞辱以及动用“水刑”等。
CIA领导层还夸大审讯成果，长期“系统

性”欺骗白宫和国会。2016年，美国公民
自由联盟以《信息自由法》为依据，要求参
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虐囚报告全文，并将
官司打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但没有胜诉。法院在判决书中称，《信
息自由法》仅适用于联邦政府的行政机
构，不适用于国会。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
资深律师阿什利·戈尔斯基表示，虐囚
报告摘要记录了大量CIA的欺骗行
为，从对酷刑“有效性”的不实陈述，到
对CIA关押的在押人员数量的不实陈
述。该机构欺骗白宫、司法部、国会和
公众的广度令人震惊，“它的谎言和行
为是如此令人愤慨”。

美国专栏作家乔恩·米尔迪摩撰
文表示，从干预他国选举到颠覆外国
政府，从非法监控美国公民到强迫囚
犯参与精神控制实验，从制造虚假指
控嫁祸他国到操纵媒体编造假新闻，
美国情报机构的黑幕数不胜数。这
些机构的所作所为，与美国长期宣称
的价值观严重不符。

巴基斯坦《先驱邮报》指出，面对肆
虐的疫情，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对疫情轻
描淡写，未能保护本国60多万人的生
命，政府是否应该为此负责？2020年
初，美国新冠肺炎病例短期内飙升，这是
突然暴发还是未能掩盖？2019年，美国
陆军为什么突然关闭德特里克堡的生
物实验室？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
室的目的是什么？白宫是否会邀请世
卫组织专家在美国的实验室开展溯源
工作？美国政府违背人类基本良知和
正义，发起一场政治赌博，用情报机构来
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这种“洗衣粉谎言”
的模仿者只会带来耻辱和丑闻。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08月25
日 第16版）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

起底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

■ 郭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经济实力最强、
医疗资源最丰富、科研实力最强的美国却成
为重灾区，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居全球前
列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究其原因并不复杂
——美国在抗疫时把大量精力和资源用在维
护资本市场收益、维护医疗领域相关企业利
润上，唯独对最宝贵的人命置之不顾。

去年3月，美国股市发生数次暴跌和剧烈震
荡。为挽救资本市场，美国当局采取了前所未
有甚至是孤注一掷的做法。美联储推出超常规
货币增发措施，美国政府和国会又通过多个救
助法案，短期内释放的新增货币数量达数万亿
美元，这些钱流入美国股市，使得拥有大量金融
资产的大资本和富豪群体财富快速增长。

有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
月，600多名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从大
约2.947万亿美元增加到4.085万亿美元，增
长幅度达38.6%。与此同时，大量低收入群
体却承受着失业、贫穷和高感染风险的压力。

美国以“疯狂放水”来缓解危机，也让世
界各国为此被动承受本不应承受的压力。美
元滥发诱发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
宗商品涨价。全球大宗商品涨价，造成企业
生产成本上升和经营困难。而随着美国“放
水”的空间日渐变小，货币政策收紧的压力又
将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巨大风险。

美国政府在疫情中一直关注医疗领域相
关企业的收益，甚至在疫情暴露出美国医疗
体制诸多问题后依然无动于衷。

美国长期存在医疗费用昂贵问题，商业
医保的保费年增幅远超个人收入增幅。在疫
情发生前，约2500万美国人没有能力购买医
保。大量低收入和其他弱势群体遇到疾病后
主要由安全网医院收治。安全网医院一般由
政府出资修建并进行补贴，医疗资源远不能
和私立医院相比，且连年亏损面临生存危
机。如此的医疗体制直接导致美国在疫情期
间充斥着“选择性救治”。大量感染者因难以
获得及时救治而成为传染源，加剧了病毒传
播。在面对新冠病毒检测“贫富有别”的质疑
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回应：“可
能这就是生活。”其对大众利益、大众生命的
蔑视没有一丝一毫的遮掩。

人的生命安全被无视，资本的利益诉求
却被极力维护，美国一些政客在疫情期间的

“表演”，最终让美国收获的，是确诊病例数和
死亡病例数均高居全球榜首的“成绩”，也使
得美国长期以来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成为
笑谈，其虚伪暴露无遗。
（原载《经济日报》2021年8月25日 第4版）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王
宾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日
表示，中方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基
地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是为了排除美方
政治溯源的干扰，为科学溯源创造有利
条件。如果美方拒不接受，就进一步暴
露美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真实

面目。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日前，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
目执行主任瑞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所有关于病毒起源的假设都仍
在讨论中。中国要求调查美国德特
里克堡是“矛盾的”，因为北京强烈

反对实验室泄漏论。中方对此有何
回应？

汪文斌说，中方要求是合理的，
也是正当的，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在
溯源问题上，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已
经得出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极不
可能的结论，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

家，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都认为没有
任何证据支持实验室泄漏论。是美
方不接受这个科学结论，一口咬定病
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武汉病毒
研究所已两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而
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和北卡罗来纳
大学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有着悠久

历史和糟糕的安全记录。如果美方
坚持实验室泄漏的说法，那就理应开
放德特里克堡让国际社会去调查。
同样道理，如果世卫组织秘书处坚持
认为不能排除实验室泄漏可能，那么
世卫组织就应当去美国德特里克堡
进行调查。

中国外交部：

中方要求调查美国德堡基地、北卡大学合理正当
美国抗疫重资本轻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