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冬奥

12月25日，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李坚柔在活
动现场手持火炬进行展示。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展示活动在
吉林省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举行。本场活动结束
后，冬奥火炬还将陆续在长春、通化、长白山进行
展示。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北京2022冬奥会火炬开始
在吉林省进行展示

中央文明办等五部门
联合发布2021年度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近日，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
举办2021年“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向
社会推出全国各地32名优秀少年的感人事迹。

发布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采取北京发布现场与各地连线的云发布形
式，通过视频播放、连线采访、嘉宾寄语方式，重点
展示了10位好少年的先进事迹，并对其他22位
好少年的事迹进行集中发布。这32名优秀少年
是在各地中小学校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
活动的基础上，经过层层推荐、优中选优产生的。
他们在传承红色家风、开展党史宣讲、弘扬传统文
化，在勤学上进、苦练技艺、创新发明，在孝老爱
亲、乐于助人、保护环境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
新时代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刻苦学习，
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决心和行动。

据悉，此次“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
动节目将于12月25日晚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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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峰晟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合同专用章、发票章和法人章，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司持有的产品出厂质量合格证

书22张已丢失，原产品出厂质量

合格证书信息如下：设备品种：曳

引驱动乘客电梯，出厂编号：

Y14020221、Y14091939、Y1409

1950、Y14061187、Y14061188、

Y14061190、Y14061189、Y1406

1191、Y14020220、Y12112061、

Y12112065、Y12112063、Y1209

1504、Y12112062、Y12091505、

Y12112066、Y12091502、Y1211

2068、Y12112067、Y12091503、

Y12112064、Y14061192，型号：

GSM-P1050-C0105，制造单位

名称：广州永日电梯有限公司。我

司所刊登内容真实有效。

海南安居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开道歉信
我是陈志焕，我于2020年 9月驾

船出海，使用网眼过小的网具进行

捕捞作业，造成大量幼鱼被捕捞，

不利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对海

洋生态资源造成了破坏，我对自己

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感到十

分后悔。经过法院审判，我深刻认

识到自己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的危害，我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向

社会公众进行公开道歉，希望广大

群众以我为戒。海洋是万物生灵

共同的揺篮，我在今后的生活中，

会遵纪守法，积极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造福子孙后代。

陈志焕

2021年12月26日

公开招租·招委托代管信息
1、现有橡胶林下养殖基地面积约
46亩对外公开招租；2、现有种植
嘉宝果等作物基地面积约129亩
诚招委托代管的合作单位；3、现有

“花香海南”种植基地约1200亩
（分散）诚招委托代管合作单位（以
上基地地点：蓝洋农场）。价格面
谈，欢迎意向单位咨询、报名。报
名截止时间：2021年 12月 31日
17:30。联系人：王先生，电话：
13307519995。
海南农垦蓝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2021年12月24日

●儋州市木棠镇大文村民委员会

朗闾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儋州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那大信用社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21798101，

现声明作废。

●李平道（于2021年12月24日）

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460004198009153634，特此声明。

●曾文珺遗失新世界中国地产（海

口）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大海口美丽

沙项目 1601 地块地下室车位

B274的三张收据，收据1、开具日

期：2020年6月29日，收据编号：

HN3033448，金额:18000 元；收

据2：开具日期：2020年9月25日，

收据编号：HN2045605，金额：

34000元；收据3：开具日期：2020年

12月27日，收据编号：HN2052182，

金额:34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暖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协

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60000

MJY152398K，声明作废。

●东方盛盛百佳汇商业管理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MA5TPGL9X1）因公章

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省琼山监狱不慎遗失土地

证，证号为：琼山籍国用2002-01

字第01072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招 租

声明
海口玛雅海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因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不符合公司

规格要求，声明作废并更换。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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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先生13853660113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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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浩茂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胡文堂、福州德润丰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执行人
福 州 德 润 丰 贸 易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103070867718J）名下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1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868）、重庆
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2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
动产权第000380832）、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3号（不动
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798）、重庆市南岸
区香溪路1号负1-4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
第000380770）、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5号（不动产权证
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730）、重庆市南岸区香溪
路 1号负 1-6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679）、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7号（不动产权证号渝
【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505）、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
负 1- 8 号（不 动 产 权 证 号 渝【2019】南 岸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380460）、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9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386）、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10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326）、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11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163）、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12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143）、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13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310）、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14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337）、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15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372）、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16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405）、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17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469）、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18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504）、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19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564）、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20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594）、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21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621）、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22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639）、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23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653）、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24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681）、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号负1-25号（不动产权证号
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694）、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1
号负 1- 26 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710）、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香溪路1号附16号（不动产
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1010）、重庆市南岸区
茶园新区香溪路1号附92号第负1-库房1号（不动产权证号渝
【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380966）、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
香溪路1号附92号第负1-库房2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
区不动产权第000380935）、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香溪路1号附
92号第负1-库房3号（不动产权证号渝【2019】南岸区不动产权第
000380905）不动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
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924号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国
棉花协会25日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
责美政府和坚决反对以人权之名打压
中国棉花纺织产业的行为。

美东时间12月23日，美方将所
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下
简称“法案”）签署成法。“法案”将新
疆生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
迫劳动”产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

关的产品。
中国棉花协会发表严正声明，表

示此举将继续对我国棉纺织产业产生
恶劣影响，严重扰乱了中国乃至全球的
棉纺织生产和贸易秩序，完全无视其粗
暴干涉会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
界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正当权益。

声明指出，新疆作为我国棉花生
产的优势产区，棉产量常年在500万

吨左右。受人工成本升高等影响，近
年来新疆棉花生产规模化、机械化进
展迅速，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2021
年，全疆棉花机采率高达87.9%。

声明指出，作为世界第二大棉花
生产国、第一大棉花进口和纺织品生
产国，我国棉纺织产业自加入世贸以
来取得长足发展，从棉田到衣装，通过
参与全球分工与协作，为世界人民提

供了从物美价廉到高端时尚的丰富衣
着选择，成为目前全球纺织产业链中
举足轻重的一环。

声明指出，中国棉花和纺织行业
一直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益，不
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产品质量，
为全球服装及零售品牌商提供稳定可
靠的供应链服务，理应受到公正对待。
来自中国的棉农、纺织工人正如所有中

国普通劳动者一样，多年来通过辛勤劳
作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升了生活水平，
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也是中国棉花和
纺织行业最大的人权真相。

声明指出，中国棉花和纺织行业
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与合作，外部
的打压和抹黑不能也不会阻碍未来
中国棉花、纺织产业的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中国棉花协会发表严正声明

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政府以人权之名打压中国棉花纺织产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
国企业联合会25日发表严正声明，坚
决反对美国单方面通过其国内立法和
行政措施阻碍新疆产品进入国际供应
链的贸易霸权行为，坚定支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广大企业维护自身正当
权益。

美东时间12月23日，美方将所
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下
简称“法案”）签署成法。“法案”将新
疆生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
迫劳动”产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
关的产品。

作为中国企业代表组织，中国企
业联合会发表严正声明，表示美方罔

顾事实，通过涉疆法案，推行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这一行径严
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
危害了包括维吾尔族劳动者在内的广
大劳动者权益，是对新疆各族群众生
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严重破坏，
并将会危害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
及相关企业的利益，不利于疫情下全
球经济复苏，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声明指出，中国广大企业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始终尊重和保障劳动者
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各
方面权益，一贯坚持依法用工，严格执
行劳动领域法律法规，依法维护劳动
者权益，劳动者的劳动权和就业权得

到充分维护。广大企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劳动者共
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特别是广大企
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积极开展产业
扶持、促进就业、扶贫等活动，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促进了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为保障新疆各族人民基本人
权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声明指出，中国企业联合会和广
大中国企业完全赞同中国政府相关
立场和采取的一切必要反制举措。
声明强烈呼吁美国方面正视中国政
府、企业界和消费者严正立场，停止
以各种借口损害中国企业合法利益，
尽快纠正错误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中国纺织全产业
链12家行业协会25日发表严正声
明，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通过其国内
立法和行政措施阻碍新疆产品进入国
际供应链的行为。

声明呼吁美国方面正视中国政府、
产业界和消费者严正立场，尽快纠正错
误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呼吁所有国际
品牌尊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国纺
织产业界的正当权益，尊重全球消费者
的自由选择权利，抵制明显恶意和不公
的贸易霸凌，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

声明指出，中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为完整和独立的纺织服装

工业，同时也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纺
织服装中间品市场和零售市场。中国
纺织工业与大量国际品牌商、采购商形
成了互利共赢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有信
心，更有能力维护好中国纺织全产业链
的产业安全和正当权益。

作为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体利益
的代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纺织全
产业链12家行业协会承诺，将继续坚
定支持新疆棉花的种植与生产，坚定支
持新疆棉及其制品在国内外的贸易与
消费，全力支持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繁
荣与发展。中国纺织产业界将与全球
伙伴紧密合作，排除干扰，全力保障国
际纺织服装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表严正声明

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阻碍新疆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行为

“美国执意将所谓‘维吾尔强迫
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公然插手
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这是霸凌
主义的体现、强盗逻辑的延伸、冷战
思维的复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25日在北
京说，美方此举是完全错误、不得人
心的，是危险的。

针对美国日前将所谓“维吾尔强
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5日在京举办
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通过现场发言
和视频参与等形式，邀请新疆干部群
众讲述亲身经历，用事实真相回击谎
言伪证。

“假人权、真霸权，假关
心、真破坏”

徐贵相说，美方所谓“法案”严重
歪曲了新疆劳动状况实际，严重违背
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
践踏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他说，新疆切实尊重和保障各族
群众的合法权益，出台了一系列积极
的就业政策，搭建了一系列就业平台，
使各族群众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好
日子。美国基于虚假信息和谣言谎
言，抱着意识形态偏见，对新疆劳动保
障状况说三道四，这种做法不公正、不
客观，极其不负责任。

“美国出台的所谓涉疆‘法案’，
丝毫影响不了新疆发展进步的历史
进程，反而暴露了他们假人权、真霸
权，假关心、真破坏的险恶用心。”徐
贵相说。

“新疆各族群众各项劳动权益依
法得到充分保障，不是美国出台所谓

‘法案’能否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
提说，在新疆，各族群众完全自愿就
业、自主择业，维吾尔族等各族劳动者
的各项权益都依法得到保护。无论是
从国际公约的定义，从中国法律规定，
还是从客观实际看，新疆都不存在所
谓“强迫劳动”。

“抹黑新疆就是为了不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发布会介绍，新疆各级政府十
分注重营造良好的劳动就业环境，
使各族劳动者和企业通过自主自
愿、双向选择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
系。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曼古
力·阿布都如苏力，对美国编造的谎
言表示极大愤慨。

25岁的阿曼古力·阿布都如苏力
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
目前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一家纺织
公司工作，负责财务和员工管理。大
学毕业后，她通过面试成为公司一员，
在这里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我们勤劳致富还需要强迫吗？
美西方反华势力抹黑新疆就是为了不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对此，我们绝不答
应！”她说。

新疆的棉花产业到底有没有“强
迫劳动”？新疆喀什地区的棉农阿不

都克尤木江·热合曼通过视频连线介
绍了新疆棉花采摘情况。

他说，新疆的棉花生产已经实现
了高度机械化，村里办起了农业种植
合作社、农机服务合作社，即使在忙碌
的棉花采摘季节，也不需要大量的“采
棉工”，更不存在美国所谓“新疆强迫
少数民族采摘棉花”。

“今年我承包了200亩地，选用
了机采棉品种，运用了滴灌及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和机采棉种植模式，一个
人就能管理。200亩棉花不到一天
就能全部采摘完。”阿不都克尤木江·
热合曼说，机械化种植和管理让新疆
棉农既提高了收入，也提升了生活品
质。大家靠双手创造的幸福美好生
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抹黑。

“奉劝美方扪心自问、
深刻反省”

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政策及实
践，符合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反

观美国，大量事实表明，美国才是
违反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国家。
对此，徐贵相表示，美国应该管一
管本国的强迫劳动问题，特别是应
该出台一个“印第安人强迫劳动预
防法案”。

“美国存在着大量强迫劳动现象，
特别是印第安人在美国遭受的强迫劳
动令人触目惊心。美国发展史充斥着
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
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日渐式微，成为

‘正在消失的种族’。”他说。
美国农场工人被排除在劳动立法

之外，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保护；美国
私营监狱中的强迫劳动状况令人瞠目
结舌，强迫童工现象令人发指；美国劳
动就业领域存在广泛的性别歧视问
题，残疾人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和偏
见更加令人震惊……谈到这些，徐贵
相说：“奉劝美国领导人扪心自问、深
刻反省！”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
许可）

美所谓涉疆“法案”
是霸凌主义的体现、强盗逻辑的延伸

——来自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的声音

12月24日，在西安邮件处理中心车间内，工
作人员在异形邮件处理区工作。

西安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陕西邮政部门加强
防疫管控力度，干部职工克服人员减员等困难，保
障岗位有效运转，确保近期防疫物资和民生物资
运输配送等业务有序开展。 新华社发

西安：邮政快递保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