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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当地
时间6日表示美国政府将对2022年
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外交抵制”，这
种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荒唐行径，严
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损害各国运动
员利益和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也是对
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美方此举
必将遭受新的失败。

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
操弄的舞台，奥运会本身也不是外交
活动，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
况下，声称“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完全是自作多情。所谓抵制行径也
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是美国一些政
治势力用以打压中国的诸多手段之
一。用所谓“人权”为借口对北京冬

奥会进行所谓“抵制”，只会让中国人
民和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美政客的
虚伪面目。

奥林匹克精神不容政治化操弄
亵渎。《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
克精神是“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技
精神相互理解”。这种崇高神圣的精
神倡导人们在公平的体育比赛中沟
通交流，从而达到情感交汇与心灵贴
近。秉持这一精神的奥运会，是人类
团结和友谊的象征，早已成为各民族
文化交融互鉴的有益平台。如今，全
球面临诸多考验，国际奥委会今年更
新沿用百年的奥林匹克格言，在“更
快、更高、更强”之后，加上“更团结”，
反映出人们期待世界少一些纷争、多
一些友爱的愿望。所谓“外交抵制”
冬奥会，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严
重玷污。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是众望所
归，人心所向。北京冬奥会是全球
期待的盛会，是各国运动员公平竞
技的舞台，也是冬季运动爱好者的
热切期盼。各国运动员热切期待来
华参赛，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美国
运动员。“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和美妙
的经历”“中国不会辜负全世界的期
待”……各国运动员纷纷表达共同
心愿，表示已做好准备在北京冬奥
会上勇创佳绩。

国际奥委会和俄罗斯、法国、瑞
士等多国纷纷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
祝福和支持。国际奥委会表示，相
信北京冬奥会将向世界展现抗击疫
情的榜样力量，推动世界冰雪运动
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做出重
要贡献。

所谓“外交抵制”冬奥会终将被

证明是一个笑话。无论美国少数政
客抵制或不抵制，都不会影响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在中国北京
如期顺利举办。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以种种政治
借口干扰奥运会的情况。针对个别
政客“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和滥用体
育”的坏苗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去年曾疾呼，要警惕“在某些人的心
中，过去的幽灵正在罪恶地抬头”。
将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做法，也一
再遭到国际社会广泛反对。

奉劝美国的那些政客们端正态
度，不要逆潮流而动，立即停止四处
搞破坏，立即停止做严重违背奥林匹
克精神、损害各国运动员利益和国际
奥林匹克事业的事。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
韩冰）

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行径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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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新德里12月6日电（记者赵旭）印
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晚在印度首都
新德里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在经贸、
能源和防务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普京6日开始对印度进行访问并参加印俄领
导人第21次年度会晤。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线下会晤。

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印俄领导人强调，
两国将努力实现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00
亿美元的目标，继续推动双边本币结算；重申能源
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继续推动在石油和
天然气领域开展广泛合作；重申致力于在金砖国
家框架内加强合作与协调；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外交秘书什林拉当晚对媒体说，加强双
边贸易和投资是印俄领导人会晤的重点议题，特
别是在今年双边贸易额出现增长的背景下，两国
未来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值得期待。

遗失声明
海口垒通土石方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100000262812；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东方市城东顺发商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0007235，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玲姐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1371657，声明作废。
●海南港航拖轮有限公司公章因
损坏，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美灵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儋州市和庆农
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7849402,声明作废。

●韩胜斌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马湾和

泰花园B5栋1709号房的三张收

款证明收据原件（编号 ：DZ：

0004325，金额：123057元；编号：

DZ：0003976，金额 10000 元；编

号：DZ：0000131，金额 797元），

现声明作废。

●昝斌遗失海南陵水富力湾开发

有限公司H3-1-13A01契税维修

基金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5921429，金额：40202.4元，声明

作废。

●王艳萍遗失海南陵水富力湾开

发有限公司H6-1702契税维修基

金 收 据 客 户 联 一 张 ，编 号 ：

5921428，金额：40802.4元，声明

作废。

●杨丁波不慎遗失在三亚中升宏

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

售 合 同（蓝 联）一 份 ，编 号 ：

0000403，定金收据（黄联）一份，

编号：0001711，金额5000元整，

声明作废。

●海南民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0166202，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海

头兴凯电信服务点不慎遗失海南

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1张，票号

为：2604213，特此声明作废。

●夏田野遗失坐落于海南陵水富

力湾C-01-2地块2#楼10层1001

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21）陵水

县不动产权第0000529号，声明作

废。

声明
我公司原员工：徐晟旻，男，身份证

号：460027196312020012，已于

2012年10月调离本公司（保证金

已退还），不再是公司股东，特此声

明。

澄迈利民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公告
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退塘还

林相关文件精神,现对铺前镇铺龙

村委会香园前防潮堤台盟承包地

一期、二期共计151.55亩进行退

塘还林补贴，标准为 2万/亩。望

相关权益人在公告见报15日内向

铺前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材料及

申请,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益。

特此公告

文昌市铺前镇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6日

公告
海南中瑞诚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

合伙）：

你公司承接的武警海南省总队关

于宾馆、餐厅资产评估项目，我总

队多次电话催促办理项目结算，但

你公司一直没有回应。

为此，我总队公告催请你公司，在

登报之日起15日内，到总队办理

项目结算，如在期限内未得到你公

司妥善处理，我总队将按拨款金额

数进行结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贵公司承担。特此公告！

武警海南省总队保障部军需营房

处

2021年12月8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公司决定2021年12月23日上午
9时在海口市龙华路68号利享花
园1005室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
续期经营事项，请股东孙培伦和佟
丰兆依时参加。

海口国景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公示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录播教室建
设项目，确定施工企业是海南联华
百达科技有限公司；儋州市思源实
验学校计算机教室建设项目，确定
施工企业是海南开定科技有限公
司。公示期限：2021年12月8日
至 10 日 ，投 诉 电 话 ：0898-
23888070，联系人：李老师。

减资公告
乐东聚群民宿投资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0106MAA8Y4TC11）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
册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2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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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妹19907580380。

变更营业场所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批准，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海口第
一支公司营业场所已变更为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2 号
海南时代广场 8 层，机构编码：
000020460106800， 邮 编 ：
570125，联 系 电 话 ：0898-
66592636，负责人：赵彦全；业务
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
列的为准。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208期）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12月 23日
10 时至 12 月 24 日 10 时止（延
时 的 除 外）在 京 东 网 络 拍 卖
平 台（https://auction.jd.com/
haiguan.html）公开拍卖：罚没
吴少良涉恶犯罪团伙、吴挺森
犯罪团伙和吕良杰名下 9 部手
机、1 辆汽车、1 台电脑主机、珠
宝首饰 1 批。展示时间：2021
年12月20日至21日。有意向竞
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
过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
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3111923910；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减资公告
海南亚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35730789994），经股东

会决议，拟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注册资本

金 6000 万元减少至 1000 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经济特区四娃贸易有限公司

（91469005MA5TKKG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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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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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子溢18103637972

减资公告
海南四娃服务咨询有限公司（914

60000MA5TKGYP6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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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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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冯超18686824987

注销公告
海南省环境教育协会拟向海南省

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我会办理相

关事宜。

●吴月慧于2021年12月03日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7312164921，有 效 期

限：2010年 01月 14日-2030年

01月14日，特此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农业服务

中心遗失建账合格证，证号：

46010201571，声明作废。

●海南如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王亚五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一本，声明作废。

●陈雅婷于2021年 12月 6日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460026199610304520，声 明 作

废。

●海南望长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码：46900300074774）一

枚，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站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佳友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90006695(1- 1)，声 明

作废。

●刘明雄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水边村委会 2 队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0)1116号，声明作废。

●昌江杨柳花生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河北分社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8208201，声明作废。

●儋州地久实业有限公司注销建

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

469003202105023，特此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的(2021)琼0108执1220号《执
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我局拟将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
总公司持有的琼(2020)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00602号不动产权证
书项下的1004.30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过户给陈海雄，依据《土地登
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
注销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00602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
1004.3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日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美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琼0108执
1221号)要求，我局已将海口市新
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持有的琼
(2020) 海 口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602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
994.0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
郑春花，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等相关规
定，现决定注销琼(2020)海源变不
动产权第0000602号不动产权证
书项下的994.06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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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仓库招租
海口市桂林洋桂高三横路现有
1000m2仓库招租电话1370752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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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广告·热线：66810888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与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定于7日举行
视频会晤。这是两人6月在瑞士日内
瓦“小范围会谈”后首次“见面”。

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声称俄罗斯在
俄乌边境集结重兵，可能准备“入侵”
乌克兰。俄方否认这一说法。媒体推
测乌克兰局势将是美俄元首视频会晤
重点讨论的议题。此外，美俄元首将
讨论以下多个棘手议题：

——伊朗核问题
拜登就任总统以后主张美国重返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俄罗斯是协议
签署方之一。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第七轮会谈上周
开始暂时休会，各方代表各自回国研

判会谈最新进展。美国政府一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6日在吹风会上
说，伊朗核问题将是拜登与普京会谈
议题之一。

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伊朗政府领
导层换届，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4月
启动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
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5日说，美国政
府拒绝完全解除对伊朗制裁，是会谈
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

——网络安全
美方官员在吹风会上说，网络安

全也是此次美俄元首视频会晤议题。
美方长期声称关联俄罗斯政府的

黑客攻击美国政治团体、企业和关键
基础设施网络。俄方则否认实施或纵

容这类攻击。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在日内瓦会

晤时向普京列出16个网络攻击“禁
区”，但从那以后双方没有就相关进展
发布过信息。

——军控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在军控

方面开展有限合作。双方2月商定将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延长5
年，有意利用这段时间达成新的军控
条约。

美俄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中“承
诺为今后军控和减少冲突风险奠定基
础”，拜登表示将用6个月到一年时间
研判双方是否可能就此议题进行“有
意义的战略对话”。不过，迄今没有明

显迹象显示军控合作有所推进。
——外交战
美俄关系近年来紧张加剧，外交

战升温，双方缩减驻对方外交机构规
模，互逐多名外交人员。

美国国务院2020年12月单方面缩
短俄驻美大使馆以及俄驻纽约和休斯敦
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居留期限。作为回
应，俄罗斯一度召回驻美国大使。

美国政府今年4月又以俄罗斯开
展网络攻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
动”为由，宣布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
驱逐俄外交人员。俄罗斯政府则把美
国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规定美
方驻俄外交机构8月起不得与俄境内
个人签订劳务合同、雇佣协议。

美联社报道，双方就外交战降温
达成协议可能会是此次视频会晤的一
项成果。

——在押人员
美国政府多次要求俄方释放美国

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罗·惠兰和特雷
弗·里德，称他们在俄罗斯受到虚假罪
名指控和不公正对待。据路透社报
道，美俄两国政府先前表示愿意讨论
交换在押人员事宜。

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试图降低外
界对这次会晤成果的预期，并不指望
双方就乌克兰局势等诸多议题的讨论
取得“突破”，不过认为对话本身就是
进展。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除了乌克兰，拜登与普京视频会还会聊啥？

12月6日，10名预备宇航员在美国休斯敦举
行的预备宇航员宣布仪式上合影。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6日向公众介绍新选出
的10名预备宇航员。经过两年培训，他们中的合
格者将前往国际空间站或参与登月项目等深空探
索项目。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时隔4年招募
的新一批预备宇航员，包括6名男性、4名女性，
年龄在32岁至45岁之间。 新华社/法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选出10名预备宇航员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记
者伍岳 马卓言）针对美方以所谓
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等侵犯人权
行为为由，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
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日说，中方对
美方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将作出坚
决反制，美方应停止将体育运动政
治化，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
言行。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赵立坚说，美方炮制所谓新疆

存在“种族灭绝”的世纪谎言，早已
被事实戳穿。美方出于意识形态
偏见、基于谎言谣言，试图干扰北
京冬奥会，这只会让人看清美方的
险恶用心，只会使美方更加丧失道
义和信誉。“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
原住民犯下的罪行才是真正的‘种
族灭绝’，这顶帽子美国自己戴最
合适不过！”

他说，美方做法严重违背《奥林
匹克宪章》确立的“体育运动政治中
立”原则，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
言背道而驰，站在了全世界广大运
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对立面。中方

对美方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将作出坚
决反制。

赵立坚说，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
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根据奥运规
则，各国官员出席奥运会应由本国
奥委会邀请。美国政府官员是否出
席北京冬奥会、是否来为自己的运
动员加油是美方自己的事。“在未受
到邀请情况下，美方把是否派政府
官员出席同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挂
钩，这完全是颠倒黑白、错上加错、
自欺欺人。美方的政治图谋不得人
心，也注定失败。”

赵立坚表示，北京冬奥会是全球
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
会，他们才是主角。包括国际奥委会
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方筹办
工作，外国运动员热切期待来华参
赛，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美国运动
员。“我们相信，在奥林匹克精神指引
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
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
奥运盛会。”

“美方应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
化，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
行，否则将损害两国在一系列重要
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合

作。”他说。
针对有记者问能否介绍更多关

于反制措施的情况，赵立坚说，美方
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
拭目以待。”

另有记者问：美国将举办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准备申办
2030年盐湖城冬奥会。中方是否也
考虑对美方进行“外交抵制”？

赵立坚表示，美方错误行径已
经破坏了中美体育交流和奥运合
作的基础和氛围，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美方应认清这一错误行
径的后果。

外交部：

美方应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
印俄领导人
在新德里举行会晤

12月6日，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国际奥委会：
奥运会和运动员参赛
超越政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
者姬烨 李丽 董意行）针对有报道
称，美国政府宣布不派政府官员参
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
7日发布声明称，奥运会和运动员
参赛是超越政治的。

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表示，一国
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出席奥运会纯
粹是该国政府政治方面的决定，奥运
会和运动员参赛是超越政治的。

国际奥委会表示，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多次表达对奥运会和运动员的支
持，最近一次是上周第76届联合国大
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
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
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敦促各国在北
京冬奥会开幕前7日至北京冬残奥会
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