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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悬挂在伦敦皇家卫队阅兵场主建筑上的中、英两国国旗。 新华社发

开展“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月”活动公告
为加快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深入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六大专项整治工作，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我厅决定从2016年8月20日
至9月25日在全省开展“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月”活动。欢迎
广大人民群众来信来电或通过电子邮箱向我厅反映各类环境问
题。

联系电话：65236113 65236169 65316020
联系人：陈粤 李建国 黄冬瑜 梁定民
电子邮箱：hainanhuanbaojc@163.com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6年8月20日

送达裁判文书
海南蒙特实业公司、海南蒙特螺旋藻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周礼与被执行人海南蒙特螺旋藻科技
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6）琼9027执恢62号）中，已
裁定追加海南蒙特实业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司送
达（2016）琼9027执恢6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追加第三人
海南蒙特实业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海南蒙特实业公司应在转让
财产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刘周礼清偿债务本金1664561.70元及迟
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3256元、执行费 19045
元。海南蒙特实业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
刘周礼履行。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裁定送
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招标公告
1.招标单位：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戈枕水电。2.项目

名称：华能戈枕水电厂物业管理。3.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1、
华能戈枕水电厂厂区、行政小区等所有物业管理, 2、行政小区、
行政大道两旁、水厂及坝区、厂区、厂门口外50米的绿化养护管
理；3、食堂管理服务劳务承包。4.本次招标的物业管理服务期限
本次招标计划服务期限：暂定三年，合同一年一签。5.投标人资
格要求 5.1投标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
元；5.2 具有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叁级及以上资质；5.3 具备至少
一年以上类似服务业绩。6.报名事宜报名事宜：2016年8月22
日至26日在东方市大田镇华能戈枕水电厂报名。联系人：邢华
璧 0898-36626012 36626999（传真） 13876097939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戈枕水电厂
2016年8月21日

土俄和解，美国坐不住了

美宇航员为空间站安装
商业载人飞船对接端口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9日电（记者林小
春）两名美国宇航员19日进行近6个小时的太
空行走，为国际空间站安装了一个对接端口，
以供未来的美国商业载人飞船对接使用。

当天安装的金属环状“国际对接适配器”
是国际空间站上第一个标准化的对接装置，将
来除可供美国商业载人飞船自动对接使用，也
可供其他一些航天器对接。

另一个“国际对接适配器”仍在制造中，预计
在2018年运送上天。“我们开启了国际空间站故
事的新篇章，为未来的商业飞船安装了大门。”成
功执行任务的杰夫·威廉斯对地面控制中心说。

寨卡疫情扩散到
美国度假胜地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9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19日宣布，当
地寨卡疫情已扩散到新的区域，在度假胜地迈阿
密海滩发现了5例由本地蚊子叮咬感染的寨卡病
毒病患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随即发布旅
行警告，建议孕妇避免前往迈阿密海滩等地旅行。

佛罗里达是美国的旅游胜地，著名景点包
括迪士尼世界等。迈阿密海滩和温伍德都位于
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戴德县，这里也是美国
大陆迄今唯一有寨卡疫情传播的地区，目前共
发现了36例本土寨卡病例。

8月19日，在地中海参加演习的俄罗斯导
弹艇发射巡航导弹。

当日，正在地中海东部某海域参加演习的
两艘俄导弹艇发射3枚巡航导弹，准确打击了
叙利亚境内前身为“支持阵线”的恐怖组织“征
服阵线”的3处重要设施。 新华社/路透

俄导弹艇在地中海演习中
发射导弹打击叙境内恐怖分子

支付宝有望年底
登陆欧洲

据新华社巴黎8月19日电 中国电商巨
头阿里巴巴日前与全球支付领域的领军企业法
国银捷尼科公司达成合作，支付宝有望在今年
年底登陆欧洲。这项协议将主要覆盖法国、英
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今年年底前支付宝
将在欧洲具备完全的运营能力。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定于本月24日到访土耳其。美国官员19日透露，
拜登此次“安抚之行”意在向土方示好，修复因未遂政变受影响的两国关系。双
方将主要讨论引渡流亡美国的土耳其知名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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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项目虽起波折
无碍中英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近日派遣外交部政务次官阿洛克·夏尔马访华并向
中国领导人递交她的亲笔信。英媒援引英国政府官员的话称，此举旨在向中
方确认英方继续致力于发展英中关系。

英国政府此前宣布推迟批准中法合作在英投资的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引
发外界对中英关系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特雷莎·梅派高官赴华沟通的举
动表明，尽管核电项目风波给此前发展顺利的中英关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但英方仍然重视对华合作，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并不会就此终结。

高官送信有玄机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通过
夏尔马递交给中国领导人的信
中，特雷莎·梅表示，她期待出
席9月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
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英方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峰会，
期待加强与中方在经贸和全球
性问题上的合作。

英国《卫报》援引未具名
英国官员的话说，该信件“向
中方再次确认我们有关英中
关系的承诺”。该报指出，英
方派高官递交首相亲笔信是
为了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向
外界表明，英国仍是一个开放
的外向型国家。

也有分析认为，特雷莎·
梅即将于9月赴中国出席G20
峰会，她此时派人递交亲笔
信，是为了在访华前缓和中方
对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延迟一
事的关切。

欣克利角核电站是英国20
多年来获批新建的首座核电
站。去年10月，中广核集团与
法电集团就共同建设和运营该
核电站达成协议。然而，就在
今年7月底中法英三方即将签
署合作协议之际，英国政府突
然宣布推迟批准该项目，表示
将在今年秋天作出最终决定。

对于欣克利角核电项目，英国
国内一直有担忧和反对之声。为
此，英法两国有关部门和欧盟委员
会均对该项目进行了研究论证和审
批，相关企业和媒体也就英国国内
担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
论。经过英法中三方多年努力，该
项目终于达成协议，只待启动实施。

正如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所

指出的那样，欣克利角核电项目是英
法中三方本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精
神，经过深思熟虑达成的重要成果。

然而，特雷莎·梅政府在7月中旬
上台后不久就宣布推迟批准这一重大
项目，引发了外界对中英关系的担忧。

英国英中协会会长、英国前商
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认为，特雷
莎·梅如果是基于成本、技术、性价

比等原因而慎重考虑欣克利角核电
项目原本可以理解，但在推迟这一
项目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似乎给人
制造了一种印象，即该项目被推迟
是因为中国的参与会给英国国家安
全带来风险。

他指出，如果英国对外暗示中
国在英投资会给英国安全带来威胁，
英中关系将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黄金时代”未终结

尽管推迟批准欣克利角核电项
目引发了外界对中英关系的担忧，但
从英方最近的表态看，实际情况并没
有那么糟。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已明确表示，
英国新政府希望认真审核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但英方仍然重视对华关
系，中国在世界事务和全球经济等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将继续寻求与
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而此次
特雷莎·梅委托官员向中方递交亲笔
信也是一个释放善意的信号。

其实在英国国内，许多有识之士
对中英关系的重要性都有清醒认识。
曼德尔森指出，英国“脱欧”后更加需要
与快速发展的主要经济体增加经贸往
来，中国现在是英国最重要的投资来
源国之一，英国政府应当以务实的态
度看待来自中国的投资。他说，中国
将在英国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英国最好能够适应这一现实。

观察人士指出，欣克利角核电项
目推迟是带有一定特殊性的个案，不
能反映英国整体对华政策发生根本
性改变。特雷莎·梅上台后必然会对
英国原有政策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
调整，以巩固其政治威望。但中英合
作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两国建立了
一系列高级别交流合作机制，包括总
理年度会晤机制、战略对话、经济财
金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只
要中英之间的这些基础性交流合作
机制能够继续稳定健康运行，进入

“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就可以不受
一时一事的影响，继续向前发展。

记者 张建华
（新华社伦敦8月20日电）

推迟项目引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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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依法办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
说，拜登将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
伊普·埃尔多安和总理比纳利·耶尔
德勒姆举行会晤，“向土方重申两国
牢固的盟友关系”。

这名官员说，拜登预计将在会晤
中向土方再次表示美国对埃尔多安
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上个月发生的土
耳其未遂政变的谴责。

双方会谈将主要讨论引渡居伦
事宜。土耳其政府先前多次指责居
伦领导的“居伦运动”企图推翻土耳
其现政权。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当局
将矛头再次指向居伦，指认他为幕后
主谋，要求美方引渡居伦回土耳其。

美方此前对土耳其的引渡请求
反应消极，强调土耳其方面必须提供

“经得起考验的合法证据”。为此，土
耳其向美方提供了好几批指认居伦
参与未遂政变的材料。一名土耳其
议员透露，土耳其向美方提供的材料
多达85箱。

这名白宫官员透漏，美国司法部
还在审阅土方提交的材料，土方目前
对居伦提起的刑事指控罪名与未遂
政变无关。

美国彭博新闻社19日援引一名
匿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司法部
将在几天后派出一支调查小组赴土
耳其，与土方商讨引渡居伦一事。暂
不清楚他们是否为拜登的随行团队
之一。

居伦 我不怕

居伦19日接受阿拉伯卫视台采
访时说，他相信美国会拒绝土耳其的
引渡要求，因为他们在土当局提交的
材料里“不会找到法律依据”。

居伦说：“我相信美国政府会按
照正规程序办事……当然美国政府
也有可能被土耳其给骗了。虽然技
术层面上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认为这
种可能性很小。”

居伦早年是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但其
在土耳其媒体、警察和司法系统的影

响广泛，与埃尔多安逐渐产生嫌隙，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1999年，居伦移
居美国，此后一直深居简出，很少出
现在公众视野。

居伦本人多次发表声明，否认参
与政变阴谋，反指埃尔多安自导自
演。他本月早些时候称，不会接受土
耳其司法部门调查，只有国际独立调
查机构认定他罪行成立，他才愿意回
土耳其向当局自首。

针对土耳其最近与俄罗斯和解
一事，居伦称，埃尔多安走这步棋，是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他说：“现在
土耳其面临许多问题。我认为这一
举动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行为，这是因
为土耳其当局缺乏其他办法。”

埃尔多安9日访问俄罗斯，与普
京在圣彼得堡会晤。这是土耳其去
年11月击落俄罗斯战机以来，两国领
导人首次会晤，也是土耳其上月发生
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首次出访。普
京和埃尔多安同意修复两国关系，俄
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冰封了半年多的
外交关系开始转暖。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

8月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面，这是两
人自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以来首度会面。两人会晤后表示将扩大
双方合作。 新华社发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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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获颁2016年
国际安徒生奖文学奖

据新华社新西兰奥克兰8月20日电（记者
田野 宿亮）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20日
在新西兰奥克兰市获颁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
文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曹文轩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包括小说《草房子》《青
铜葵花》《火印》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
皮卡”系列和“丁丁当当”系列等，其多部作品被
译为英、法、德、日、韩语等文字。

美副总统拜登将赴土进行“安抚之行”，向土方示好

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