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原中倩A16 综合

■■■■■ ■■■■■ ■■■■■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海南南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善，将临国用（2014）第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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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南凤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2021年9月15日

●林曼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号:469005100022，现声

明作废。

●海口宝悦机动车驾驶学校遗失

道路运输证，车牌号：琼 A7755

学 ，车 辆 营 运 证 号 ：海 口 字

460100019687号，声明作废。

●杨远松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动车行驶证，车牌号:琼A7T952，

特此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办事处

西岭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一枚破

损，现声明作废。

●赖海曼不慎遗失海南永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永桥•尚城6

栋 902 房定金收据一张，编号：

1233912（金额：120686元），特此

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墨桥村委

会新宅湖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3357203，声明作废。

●海口市甲子镇龙朝上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土地证，证号为海口市

集有(2004)第 018072号，特此声

明作废。

●海口市甲子镇龙朝下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土地证，证号为海口市

集有(2004)第 002145号，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于2021年9月

27日上午10时以现状、净价、整体

公开拍卖：生物资产（4头淘汰种

牛），参考价：3.64万元，竞买保证

金：3万元。展示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21年 9月 23日。展示地

点：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卜禄村畜

禽良种繁育推广示范基地。有意

者请于2021年9月24日下午4时

前与我公司人员联系了解详情并

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拍卖地点：海

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联

系电话：0898-66243059熊先生

● 林 彬 海 （ 身 份 证
460031198204106410）不慎遗失
《集体土地使用证》昌集用（2010）
第海尾3004号，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工会
委员会遗失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账 号 1010682300000120，核 准
号：J6410025453802，声明作废。
●符金新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白沙村委会什坡阶一队林权
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
013062 号 ， 编 号 ：
B4608O19O1528，现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细
水乡福门村支部委员会公章遗失，
特此声明。
●王枭华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3张和1本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房号：东
方碧海云天小区D1栋701房，收
据 编 号 为 ：0004024，金 额:
359172 元 整 ；收 据 编 号 为 ：
0004379，金额:10000元整；收据
编号为DF:0000774，金额:8052
元整，合同编号:FA·0000010，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君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E2NK44）遗 失
合同专用章和法人（曾桐）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海南泛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召

集全体股东于2021年10月5日上

午九点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西路5

号金银小区B栋1303房召开关于

公司变更的股东会议。请公司全

体股东于2021年10月5日前与本

公司联系，未出席会议的股东将根

据所作出的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通过，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并以书面形式出具股

东会决议，向相关部门办理变更手

续 。 联 系 人 ：唐 才 珠 ，电 话 ：

18898922775。特此通知！

海南泛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招聘公告
一、招聘职务及要求：1.财务会计
及出纳（各2名）要求：2年以上财
务工作经验本科学历初级以上职
称。2.工程机械及车辆主管（2名）
要求：有过硬的工程机械维修及车
辆运输管理经验并具有较强的协
调管理能力。
二、待遇：1.五险一金；2.包食宿；3.
薪酬面议；4.工作地点：海口市区
域内。联系人及电话：刘先生
18689883667。

海南耀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琼海斑斓创业协会（信用代码

51469002MJY422677C）拟向琼

海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协会

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途会在线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代

码91469028MA5T776Y6T）经股

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200万元

整减少至2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电话:31161818。

减资公告
海南陵水鑫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4690345949132609）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点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
用章、发票章、刻章印章备案凭证
及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301107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广茂佳丰文化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谧不慎遗失父亲黄金松骨灰存
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临时宫
左一架A面226号，特此声明。

●于广、苟彩贤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火车站出口南侧东方山海湾5#楼
1408房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
（2019）东 方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7876号，声明作废。
●符云炬不慎遗失将坐落于白沙
县牙叉环城路（县政府住宅楼）9
幢304房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不动
产权证证号：白房权证2010字第
6054号，特此声明作废。
●夏春义遗失东和福湾销售部开
具的房款收据，编号：FGFW670，
金额：500000元，声明作废。
●冯步星于2021年09月10月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03198803102459，特 此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招 聘减资注销

声 明

声明
我公司从未刻制、使用“海南鑫源
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玉制药（海
口）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
用章”印鉴，如有人使用该印鉴签
署任何文件，均不代表我公司行
为，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与
我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海南鑫源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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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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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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厂房仓库出租
1.儋州白马井厂房仓库出租，占地

200亩，建筑约2.2万平方米（含办

公楼、宿舍）；2.儋州木棠镇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100亩，建筑约2万

平方米（含办公楼、宿舍），另有橡

胶 生 产 设 备 出 售 。 电 话 ：

1868998215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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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斑劣迹！美国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上接A15版

近些年，美国将更多国内法凌
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霸凌
制裁成瘾，例如制定《以制裁反击美
国敌人法》，扩大对俄罗斯、朝鲜和
伊朗的制裁；启动“赫尔姆斯－伯顿
法”第三条，加紧对古巴实施封锁
等。美国不仅制裁被其视为敌人或
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
往的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实施

“二级制裁”。
美国不断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

用范围，不顾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
则，强行将外国个人和实体置于本
国管辖之下。根据这些法律，美国
可以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
会（SWIFT）系统获取欧洲银行的
用户数据和转账信息。法国国际
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
伊迪指出，近年来，欧洲企业不断
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相关金融监管
机构的打击，一些被控“贪腐”或违
反美方禁令与古巴、利比亚、朝鲜、
伊朗等国进行贸易的企业被罚数
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美国这些举动造成相关国家经
济面临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
危机，破坏性不亚于战争。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三
国因受到美国长期制裁，国内经济状
况和医疗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
而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
步加码，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伊朗
前总统鲁哈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
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
主义行为。”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
篇文章以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
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非法的
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
部分，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
会。文章呼吁：“是时候结束美国的
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单方
面强制性措施了。”

国际社会愈发看清楚，美国标榜
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只
在对美有利时才会被美方遵守。美
国政客口中谈的是公平竞争、自由贸
易，心里信奉的是“美国优先”，手上
挥舞的是“制裁大棒”。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破坏中
国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向
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文件中正式拒
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蓄意挑
起对华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
施加一系列单边制裁措施。拜登政
府上台后延续遏华政策，继续滥用国
家力量，出台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
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华为等中国企
业。截至今年4月，美国已将382家
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
布包括73家中国企业在内的“军事
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含有明显歧
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
责法案”。

利益面前，美国对待盟友也毫不
手软。二战后，美国对经济迅速崛起
的日本也无情打压，“广场协议”就是

明证。近年来，美国认定连接俄罗斯
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对美国天然气行业造成影响并有损
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对
该项目实施多轮制裁，令美德关系一
度十分紧张。

动辄对别国威胁、制裁、讹诈，美
国早已将自己置于公理和道义的对
立面。正如阿里·拉伊迪在2019年
出版的《隐秘战争》一书中所说，美国
通过域外管辖的“合法化”，可以堂而
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对盟
国还是敌国，“美国只手遮天”。

唯我独尊，美国是国
际秩序“破坏王”

在强大实力支撑下，“美国例外
论”成为其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理
论依据”。尤其自二战结束以来，美
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资本主义”生
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
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主要捍卫者。
美国时时要求别国遵守“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自己却唯我独尊，将私利
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之上，凌驾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之上。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
套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
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度一直是合则
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
或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
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
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4
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
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
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
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
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
的绊脚石。

英国牛津大学 2003 年出版的
《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一书概括
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取决于
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
边组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
合适工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
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一书中也指
出：“美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保
持稳定，但他们常常是稳定的最大
阻碍。他们赞扬国际法和国际制度
的优点，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违反和
无视它们。”

美国一方面频频退出不合己意
的“群”，另一方面严厉惩罚任何敢于
挑战美国的“群”。2020年，特朗普
政府宣布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
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
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此举比美
国历史上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法院
裁决结果或拒绝配合国际法院调查
的行为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再次
表明，如果不能“公器私用”，美国宁

可毁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返了一

些国际组织或协议，但这也是为了服
务其战略布局。对于《开放天空条
约》等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协议，
拜登政府仍然延续“退群毁约”的做
法。尽管反复高调宣称“美国回来
了”，但拜登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放弃

“美国优先”，而是推进“有选择的多
边主义”，这被欧洲媒体称为“美国优
先2.0版”。

事实上，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和意图，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美国
都从不心慈手软。近几年，美国一直
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军费开支，
并增加支付给美国驻军的“保护
费”。就在拜登今年6月欧洲之行前
夕，美国被曝光监听欧洲盟国政要。
这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又一起
美国监听丑闻。这再度表明，美国长
期在全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
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最
大威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新冠疫情则如一面照妖镜，让
“美国优先”的丑态无处遁形。疫情
暴发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截留他
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
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
药物产能……一系列自私行为令
世界瞠目，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严
重损害。而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
希望——疫苗，美国极力奉行“疫
苗民族主义”，自疫苗尚处于临床
试验阶段就开始抢订、抢购，将一
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无苗可
种”的绝望境地。

美国还在疫苗问题上夹带“政治
私货”。例如，西班牙《世界报》网站
文章评论说，美国政府同意向墨西哥

“出借”疫苗，目的是换取墨西哥加强
对其与危地马拉边境非法移民的控
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
说：“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损世界其他
国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全球多
地秘密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
事化活动，德特里克堡基地与新冠病
毒传播之间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国
政府不仅对自身诸多疑点闭口不谈，
对本国干扰全球抗疫的行为选择性
忽视，还变本加厉地借疫情污名化、
将病毒标签化，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图绑架世界卫生
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所谓

“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发国际人士
的担忧与批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
亚科学与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家休
姆·菲尔德认为，美方行为“只会激起
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坏抗击新
冠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球
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
界遭遇变异新冠病毒再度冲击的危
急关头，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极大损害
了世卫组织的协调角色。美国试图

胁迫世卫组织，使之沦为政治化的
“霸权工具”，这将导致全球抗疫合作
的失序与混乱，拖累的不仅仅是抗疫
工作，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强推价值观，美国意
识形态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国白宫8月11日宣布，拜登
将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

“民主峰会”，并在一年之后举办线下
面对面的峰会。显然，美国想要把自
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领导者和主要
捍卫者。但讽刺的是，丹麦“民主联
盟基金会”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
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被视为民主
的最大威胁。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
5万多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担心美
国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民主，对美国在
全球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
“上帝选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
权”等美式价值观鼓吹为至高无上的
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是非标准
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
其价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
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1776年
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就宣扬，美国

“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期间，
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
出“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
想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
那个层次提升到赞美诗中所说的比
天使略低的层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
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美国口
中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
准、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式价值”，其
本质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意识形
态工具。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
领域的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
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
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式政治经济模
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
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
图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
打击被其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
实体，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美国前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
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
霸权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
识形态操纵。1953年，时任美国中
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时说：

“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
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2010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
国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
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
家宣传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具有联动
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卫报》2014
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企图
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
目：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

家，假装开展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
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迷反对古巴共
产党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证了杜
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
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
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
挂钩，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
非洲国家施压，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
方政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
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国“民主
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
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
是灾难。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
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政治
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一些国家
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
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
友发展援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
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
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
态划界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
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
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

“七国集团”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
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权规则，根本
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政
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
劳动”等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然而
这些国家自身不仅存在种族屠杀、
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
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有
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
华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社会
的正义呼声。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
出：“从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
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
在积极阻挠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
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
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
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
合法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勒
斯特夫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网站
发表文章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
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
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
究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
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
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
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
人们也是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
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
森此前也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
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以为
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
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
应随之破灭。”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
柳丝）

这张朝中社9月16日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朝鲜
军方15日举行的铁路机动导弹试射现场。

据朝中社16日报道，朝鲜军方15日成功试射铁
路机动导弹，精准打击了设在东部海域800公里水域
的目标。 新华社/朝中社

朝鲜成功试射铁路机动导弹

英国首相改组内阁
据新华社伦敦9月15日电（记者许凤）英国首相

约翰逊15日宣布改组内阁，外交、司法、教育和住房大
臣等多个职位被调整。

根据新内阁名单，原外交大臣拉布出任副首相兼司
法大臣，外交大臣一职由原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接任，
特拉斯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外交大臣。此
外，原分管英国新冠疫苗接种项目的官员扎哈维任教育
大臣，原内阁办公厅大臣戈夫任住房大臣。原国防大臣
华莱士、卫生大臣贾维德和内政大臣帕特尔留任。

据英国媒体报道，此次内阁改组最引人关注的是
外交大臣易人。拉布此前曾因没有及时结束休假返岗
应对阿富汗局势骤变而饱受批评。特拉斯则凭借其在
英国“脱欧”后与多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表现，赢得执政
党保守党内部普遍好评。

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美英将为澳海军打造核潜艇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5日电（记者刘品然）美

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日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
关系，美英两国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与英首相约翰逊和
澳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议，共同宣布建立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白宫公布的三方联合声明说，该伙伴关系
将显著深化三国在一系列安全和防务能力上的合作，
其首个目标是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三方将在
未来18个月就此展开磋商。

莫里森在讲话中表示，澳大利亚将与英美合作在
澳南部城市阿德莱德建造核潜艇，他称澳大利亚“不会
寻求拥有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力”，澳方会继续履行
其核不扩散义务。

9月 15日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
心，搭载 4名“普通人”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利用一枚“猎鹰9”火箭成功将“龙”飞船送
上太空。飞船中的4名乘员为“全平民”组合，这个太
空“旅行团”将绕地球飞行3天。 新华社/路透

美“全平民”太空“旅行团”成功升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