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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埃弗实业发展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注册号：
28401048-8；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好帮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 李 芊 颖（ 身 份 证 号 为 ：
46900520021027212X）遗 失 福
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酒店管理
学生证，特此声明。
●海南天涯有礼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符青不慎遗失恒大美丽沙项目
0602 地 块 449 号 车 位 编 号 为
0003626的恒大美丽沙商品房认
购书，声明作废。

公告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计算机教室

建设项目向社会聘请预算、监理和

结算审核公司。报名提交时间：8

月29至31日。

联系人：郭老师

联系电话：23888070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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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公告
现有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

（距高速公路出口约5公里）农业

种植、养殖用地出租，设备完备，租

期 5 至 10 年 ，有 意 者 来 电

18789604177，黄先生，公告截止

2021年8月30日。

海南鸿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招 租资讯
广场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口市2021年农

村公路养护工程（第一批）的勘察服务单位；2.观澜湖北区区外排水工

程（PG7线）（北山桥涵-桩号A6+199 段）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单位；3.观澜湖北区区外排水工程（PG3线）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单位；4.云龙镇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5.海口市人文

生态纪念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编制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

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

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至2021年9月1日下午17点30分，

停止报名，逾期不受。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

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林工 68617692

邀请公告

东方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做好东方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激励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

功新时代，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二环南路西127号 电话：0898-38931133

完善退役军人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新局面（详情请扫码查看）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
中征缴期为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320
元/人。（详情请扫码查看）

电 话 ：0898 — 12366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2021年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社会监督员选聘公告

为加强社会监督，进一步推动海南农信全体干部员工形

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切实提高服

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省联社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聘50名社

会监督员。选聘对象为年龄在30周岁以上，关心海南农信业

务发展，常年在海南工作或居住的社会各界人士。报名时间

为2021年8月30日至9月30日。欢迎关心海南农信发展的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报名！具体应聘条件及报名表详见海南农

信官网（www.hainanbank.com.cn）。

联系人：周小忆 联系电话：0898-66736176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家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30日，东方鼎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鼎盛”）与我司签订《管城区杨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工程建设
施工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我司向东方鼎盛提供5,000万元资
金借款，借期10个月。2015年10月14日，我司向东方鼎盛转账
5,000万元，东方鼎盛至今未归还该笔借款及对应违约金和利
息。2020年9月21日，你方在《还款承诺》中为东方鼎盛归还本
金、利息、违约金等款项作出连带责任保证。

现将我司对东方鼎盛享有的上述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江苏新
路达建筑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江苏新路达建筑有限公司履行
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9日

海南昌江鸿启实业有限公司叉河水泥分公司：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9026民初

149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贵方须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我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250万元及利息。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于2021年8月18日出具的中天运
（琼）[2021]咨字第00010号《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到期未承兑电
子银行承兑汇票利息测算报告》测算，前述2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截
止至 2021 年 5 月 11 日（判决生效之日）产生的利息费用合计
194979.17元。现我司将就前述汇票金额及利息款项合计人民币
2694979.17元从《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度粉煤灰、脱硫石
膏与炉底渣供应合同》及《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2018
年度粉煤灰、脱硫石膏与炉底渣供应合同》项下保证金中予以一次
性扣除。特此函告。

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0日

告知函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6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

海口市龙华区金融花园C605房，建筑面积127.93m2。

参考价：8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办理产权过户产

生的一切税、费及所欠物业、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9

月5日17:00止。

地址：海口市海甸岛希克西路颐和花园八栋151房

电话：0898-66776139 13698988479

国际时评

当 地 时 间 27 日 ，美 国 情 报 部
门“操刀”的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
查报告”发布公开摘要。迫于主流
科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这
份报告承认，新冠病毒人为合成的
可能性不大，也不大可能作为生化
武器，中国政府在疫情暴发前并不
了解这种病毒。但是，报告仍然声
称新冠病毒自然起源和实验室起源
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诬称中
方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28 日表
示，这份所谓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
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
和可信度。

病毒溯源研究是一个严肃的科学

问题，必须在科学轨道上进行。一段
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执迷于政治
操弄，反复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等阴
谋论，企图推翻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科学结
论。他们还发动无良媒体充当舆论推
手，胁迫秉持科学观点的研究人员“噤
声”，甚至不惜上演动用情报部门搞溯
源调查的荒诞戏码。

这样的“病毒溯源”，实质是将矛
头对准中国、先预设罪名再罗织证
据的“定向溯源”。它反映出美国一
些政客将政治利益置于全球抗疫大
局之上的一贯逻辑，更显示了险恶的
政治用心。

首先，美国一些政客妄图以此
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向中国
甩锅推责。数据不会说谎，美国抗
疫失败已成定局。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8 日，美国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超 过 3870.9 万
例，累计死亡超过 63.4 万例，两项数
据均居全球首位。美国媒体分析认
为，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一连
串系统性失误甚至不作为，使美国
失去减缓大流行的机会。《科学美
国人》杂志刊文指出，美国抗疫失
误包括：政客主导信息发布，让专
家难以发声；检测缓慢且有缺陷；
追踪、隔离等措施力度不足；让戴不
戴口罩沦为政治话题；放任疫情加
剧结构性种族歧视下的经济和医疗
不平等。

在疫情压力下，美国国内种族
冲突、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等矛盾
愈演愈烈，种种社会伤痛难以被化
解。对美国政客们而言，将矛头指
向中国搞“定向溯源”，把新冠病毒

描述为“实验室泄漏”，既可以掩盖
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向中国甩锅
推责，又能煽动民粹、发泄社会不
满情绪。

其次，美国一些政客妄图将溯源
问题打造成打压中国发展的政治工
具。中国的发展令美国一些决策者感
到焦虑，他们固守冷战思维和霸权思
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塑
造成“最大战略威胁”，妄图“以溯源带
追责、以追责带索赔”，将严肃的病毒
溯源问题变成打压、勒索中国的政治
工具。美国一些政客曾多次扬言，要
以新冠疫情为由向中国发起巨额“索
赔”。白宫在报告发布之时声称，将继
续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向中国施
压，其用心昭然若揭。

美国政客操弄“定向溯源”的险
恶用心及其无底线手法，已越来越招

致国际社会反感。美国情报部门报
告发布前后，多国专家和媒体密集发
声谴责。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300 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不
久前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
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
全球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
政治化。

马尔代夫媒体人哈姆丹·沙基
尔撰文指出，美国在病毒溯源方面
的政治化和偏离科学事实的行径是
完全不道德的“栽赃嫁祸”，目的是
为其未能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不
能控制本国疫情推卸责任。美国中
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
普塔认为，美国情报界出面进行病
毒溯源目的在于试图继续为抹黑中
国抗疫的叙事“供氧续命”。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美国操弄新冠病毒“定向溯源”的险恶用心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办公室27日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
源调查报告”要点，多国人士对美国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行径予以严厉
批驳，认为所谓溯源调查报告毫无科
学性与可信度，不过是借病毒溯源攻
击中国的工具，美国这一行径危害全
球抗疫合作。

埃及纳赛尔高等军事学院国际法
教授艾曼·萨拉玛说，美国向世卫组
织施压、搞政治操弄的做法由来已
久。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同世卫
组织开展了良好合作，中国-世卫组
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
了一系列重要科学结论，美方所谓
的报告无视这些科学结论，目的只

是抹黑中国。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

阿德希尔说，炒作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不过是美国政府的政治把戏。中国
抗疫实践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美国
是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企图通过病毒溯源问题混淆视听，打
压中国，设法转移国内矛盾注意力。
美国极力炒作“调查中国”议题，却对
其自身重重疑点讳莫如深、三缄其
口。对各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了
解病毒、战胜病毒，而不是将病毒溯
源作为攻击他国的政治工具。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
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首席研究员弗
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说，美国对
中国毫无证据的指责以及将病毒溯

源政治化的行径令人无法接受，其目
的是试图将自身责任转嫁给中国。

哈萨克斯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
其官网发表文章说，当前一些国家的
媒体鼓吹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
论，试图抹黑中国。此类噪音完全没
有合理性，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身制
度的低效与失败。

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教授、保加
利亚战略管理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纳
科·斯特凡诺夫说，由美国情报部门发
布所谓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极具
讽刺意味。美国在其国内的德特里克
堡等有诸多实验室，既然中国武汉病
毒研究所已两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
美国是否能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前往德
特里克堡等的实验室调查呢？

巴西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媒
体专员安德烈·洛巴托说，由美国情报
部门炮制的有关全球公共卫生信息的
报告毫无可信度，美国发布所谓溯源调
查报告“只是抹黑中国的心理战”。

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国立阿图
罗·豪雷切大学教授贡萨洛·托尔迪尼
表示，美方发布所谓溯源调查报告，再
次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病毒溯源问题
应当是由科学家或医学专家研究的课
题，不应成为美国情报界或政界攻击
他国的借口。

赞比亚赞中友好协会秘书长弗
雷德里克·穆特萨表示，美国在病毒
溯源问题上搞有罪推定、政治操弄，
只会妨碍全球抗疫。美国所谓溯源
调查报告要点缺乏确凿证据，如果

坚持“实验室泄漏论”，美方就应该
邀请各国专家到德特里克堡进行公
开、透明的调查。

在几内亚卫生专家卡巴·凯塔看
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新冠病毒
溯源调查报告”是将病毒溯源当成攻
击中国的借口。中国多次向非洲国家
援助疫苗，为全球抗疫作出卓越贡
献。借病毒溯源攻击他国，无益于改
善新冠疫情肆虐的现状。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加桑·优
素福表示，美国动用情报部门介入
病毒溯源，这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破
坏了国际社会抗疫合作。政治动机
无法替代科学依据，与其指责他国，
美国更应关注自身抗疫并积极维护
国际合作。

拙劣政治把戏 蓄意栽赃嫁祸 危害全球抗疫
——多国人士严批美情报部门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

美国情报部门日前抛出的所谓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是一份彻头
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美方还
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不配合、不透
明，这是一派谎言。

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
而且也只能由科学家研究。由情报机
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更何况美国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

今年3月30日，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在日内瓦
正式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
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放着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
告不信，美方为何偏要取信情报部门
炮制的报告，偏要推动针对中国的所
谓“第二阶段溯源”？

这不免让人们想起十多年前的一
幕。

2003 年，联合国大会上，时任美
国国务卿鲍威尔晃着一管白色粉末，
说这是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后来被
人嘲讽为“洗衣粉”。

顺着美国政客“驾轻就熟”的操作
逻辑，不难推断，所谓的“第二阶段溯
源”，不就是美国要在武汉找到栽赃和
抹黑中国所需要的“洗衣粉”吗？

多位知名专家近日在《细胞》杂
志上发表论文，重申没有任何科学证
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的说法。

中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很
明确：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对于已有明
确结论的问题不应重复开展。

一计不成，美国又诬称中方“不透明”“不愿意
提供原始数据”。这完全是为其推动政治化溯源、
污名化中国寻找借口。

事实上，中国已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
开展溯源联合研究，为此付出了真诚努力。世卫
组织专家组去了他们想去的机构、会见了他们想
见的人、查看了他们想看的资料。

中方在溯源问题上一直秉持开放、透明、科
学、合作的态度，反对的是政治溯源，反对的是违
反世卫大会决议的溯源，反对的是抛弃第一阶段
联合研究报告另起炉灶。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明确指出，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是全球溯源
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报告的所有结论和建议都是
基于全球视角，未来研究不会仅限于某一区域。

但是，美国对自己国家的早期患者一直装聋
作哑，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
等有泄漏嫌疑的科研机构更是讳莫如深。

截至目前，80多个国家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
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反对把溯源问题政治
化，强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
维护；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
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
明》，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多国政府和专
家学者也多次公开表示应基于科学开展溯源工
作，坚决反对将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

殷鉴不远，国际社会绝不能让美国政客操弄
的“洗衣粉”闹剧再次上演。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玩政治操弄的拙劣把
戏终究不会得逞。美方应该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
合作，对其自身特别是德特里克堡等生物实验室，
进行全面、透明的溯源研究，方能取信国际社会。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陈凯星 令伟
家 杨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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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就美国情报部
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接受记
者专访。曾益新表示，由美国的情报
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
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味，
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
然。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
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

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
锅”的工具。

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
合作的原则，全力支持开展科学溯
源研究。2020年7月与世卫组织先
遣来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
务书（TOR），今年年初接待世卫组
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
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并严
格按照 TOR 开展溯源相关研究。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地方政府一起尽
全力组织协调，完全满足世卫组织
专家参访要求，去了所有他们想去
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
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
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
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
场管理人员和商户、社区居民、康复
患者、罹难者家属等等。中方专家
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开展研究、共

同起草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论，最
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
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
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

“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
传入是“可能的”；实验室引入是“极
不可能”，并于今年3月份正式发布
联合研究报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
高度肯定。为做好下一阶段溯源工
作，中方专家 7月份还向世卫组织

专家提交了工作建议。
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

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
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希望
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
的敌人，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
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
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科学家在包
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开
展溯源研究。

国家卫健委：

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