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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降调门

美寻求用非军事手段促朝弃核
美国政府高级

官员 26日说，美方
将寻求利用更严厉
的国际制裁和外交
压力迫使朝鲜放弃
核和导弹项目，并且
对朝核问题谈判持
开放态度。

媒体分析，这份
由国务卿、国防部长
和国家情报总监联
合发表的声明意味
着唐纳德·特朗普政
府在朝核问题上降
低了调门。

全体国会参议员
极不寻常参加吹风会

特朗普先前要求全面重新评估对
朝政策。白宫官员本月中旬披露，特
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将是“极限施压”
和“接触”。

26日下午，全体国会参议员极
不寻常地应邀到白宫参加朝鲜半岛
局势闭门吹风会，国务卿雷克斯·蒂
勒森、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家
情报总监丹·科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介绍了情
况。他们稍后到国会大厦向众议员
进行了政策吹风。

声明强调：“总统的方法是利用加强
经济制裁以及与盟友和地区伙伴一道通
过外交手段迫使朝鲜废除核武器发展、
弹道导弹试验以及核扩散等项目。”

“美国方面寻求朝鲜半岛稳定，寻
求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近期会否核试
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朝鲜近期会否进行第六次核试验
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美方先前还表示，
空袭叙利亚是在向包括朝鲜在内的其
他国家“释放信号”。外界担忧，美国是
否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打击。

法新社分析，在这种大背景下，三名
高官26日的联合声明是在“降低调门”。

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孔斯评
价，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所提利用外
交手段化解朝核问题“有眼光、恰当”。

其实，早在本月上旬，特朗普政府
就已经开始软化其对朝强硬态度。蒂
勒森9日说，如果朝鲜停止核与导弹
试验，美国可以考虑对话。

韩联社26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说，即便只是提及与朝鲜对话，对一直
对朝放狠话的特朗普政府而言也可以
视为一个大转变。

美将讨论对朝鲜
施加更严厉制裁

美国官员披露，特朗普已经开始
着手强化对朝制裁。蒂勒森定于28
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持一场部长
级公开会议，预计将讨论对朝鲜施加
更严厉制裁。

路透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
道，制裁措施包括对朝实施石油禁运、
对朝鲜航空公司实施“禁飞”、对朝鲜
货船实施拦截、制裁与朝鲜进行业务
往来的外国银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说，
美方还可能对朝鲜进行“外交施压”，
包括要求多国关闭朝鲜使团办事处。

蒂勒森上周还说，美国政府正考虑
把朝鲜重新列入美方“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名单”。2008年，美国政府根据美朝
双方就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达成的协
议，宣布把朝鲜从这份名单中撤出。

特朗普会想方设法
“找帮手”

截至27日，朝鲜尚未回应美方最
新表态。

朝中社26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
言人当天谴责美国拟就朝核问题召
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称美国力推对
朝新制裁是“贼喊捉贼”。朝中社22
日在一篇评论中说，因为美国不放弃
敌对政策，朝鲜对重启与美对话没任
何兴趣。

韩联社报道说，特朗普政府的对
朝新政策似乎与前任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的“战略忍耐”没有多大区别。

这篇报道认为，这显示除了追加
制裁和强化威慑、防御措施，美国现
在似乎没有多少可以不冒战争风险
的对朝政策选项。与奥巴马对朝政
策的区别可能在于，特朗普会想方设
法“找帮手”。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广告

解除协议通知书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人潘婵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诉讼中，和陵水黎族自
治县国土资源局、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陵水
县城建局）签订《和解协议书》，同意本人根据《拍卖法》、《物权法》、
（2011）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琼民一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与最高
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239号民事裁定书，而取得完全物权的陵
水黎族自治县“迎春宾馆”整体项目房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委托陵
水县城建局作为处置机构，进行委托评估及拍卖等其他事项，但在协
议履行中，发现陵水县城建局与有关评估机构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因
此，本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的有关规定，特此通知如下：解除三方所签
订的《和解协议书》，撤销评估与拍卖的授权委托，终止履行本协议
书。自本解除协议通知书公告之日起生效。

公告人：潘婵 2017年4月28日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美兰国税阻[2017]第011号
海南煤海有限公司：

鉴于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

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决定并通知

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7年4月21日起阻止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韩同

仁出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口

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7年4月21日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美兰国税阻[2017]第012号
武钢集团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

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决定并通知

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7年4月21日起阻止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樊政

炜出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口

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7年4月21日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美兰国税阻[2017]第013号
海南省医药总公司新特药部：

鉴于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

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决定并通知

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7年4月21日起阻止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李玉

兰出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口

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7年4月21日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美兰国税阻[2017]第014号
海南森岛工贸有限公司：

鉴于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

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决定并通知

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7年4月21日起阻止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郭建

基出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口

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7年4月21日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指挥部关于房屋权属确认的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已于2015年12月发布《海口市琼山区红城
湖片区征收决定》并进行了土地及房屋权属调查。调查过程中，我
部一直无法与现场征收编号为D293-1-907位于海口市勋亭路明
园大厦1栋907的户主取得联系，因此无法确认上诉房屋的权属。

根据征收工作的计划安排，近期将对上述房屋进行征收，请上
述房屋的户主或主张权益人持合法产权证明材料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主动与我部取得联系，接受权属调查。逾期未主动联
系，也未接受调查的，上述房屋将按无主财产进行处理，我部将依
法进行征收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超 联系电话：13876323836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7年4月27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3HN0031-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2个资产包（集装箱），第1资产包共
388个集装箱，挂牌价4001438元；第2资产包共80个集装箱，挂
牌价1250114元。集装箱规格型号分别为20GP干货箱，20HC干
货高箱，40HC干货高箱，制造日期为2005年-2013年不等。公告
期：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15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
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
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 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0898-66558010麦先生、0898-66558023徐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4月28日

海口滨海新天地项目（五期）项目应用太
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启事

南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滨海新天地项目（五期）”项目
位于海口长流起步区,属《海口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802地块范
围。项目拟建3栋地上2-16层、地下1层住宅、商业，现建设单位申请该项
目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
中心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190.97m2（琼B太阳能核字[2017]004号）,根
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序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4月28日至5月12日）。2、公示地点：海
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
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
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4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189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2月23
日作出的（2016）海仲字第884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年4月17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黄小英与被执行人黄文三、
陈荣仲裁一案。（2016）海仲字第884号裁决书的内容为：（一）确认
申请人黄小英与被申请人黄文三、陈荣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合法有效；（二）被申请人黄文三、陈荣应自本裁定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协助申请人黄小英办理坐落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云露社区

中山路13号102号商铺（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ＨＫ
469793号）过户至麦子镛（身份证号：469027200708085979）名
下的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按上述裁
决书的内容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
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邮编：570206
联系人：吴清川 联系电话：0898-66726224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职工、房地产开发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建部《关于加

快建设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提升我省住
房公积金信息化管理水平，更好服务广大缴存职工，确保住房公积
金的安全高效运行。经省政府同意，历经近一年的努力，我局住房
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新系统”）开发完成，并决定
于2017年5月8日正式上线运行，现将有关业务变动事项通知如
下：

一、单位缴存业务办理变化
(一)设立新归集专户
从5月1日起，我局将停止住房公积金原归集专户缴存功能，

所有缴存单位不得再向原归集专户转账汇款。新系统上线后，我
局将启用3个省级住房公积金新归集专户，单位在完成汇缴核定后
可从缴存业务回执单获取新归集专户账号信息。

(二)缴存业务办理途径
新系统上线后，缴存单位（除财政统发工资人员外，下同）可通

过我局门户网站首页登录网上服务大厅（以下简称网上大厅）或前
往各归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柜面办理缴存业务；财政统发工资人
员住房公积金缴存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汇缴（另文明确）。单位通
过网上大厅自助办理缴存业务的，须先填写好网上大厅缴存业务
办理申请书（见附件1），递交我局后申请开通网上大厅缴存功能，
已申请的单位无需重复提交。跨行缴存托收业务待与银行接口调
试测试通过并完善相关协议后适时开放。

(三)实行先核定后缴存
新系统上线后，缴存单位实行先核定后缴存，核定内容包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性质、缴存比例、缴存基数及职工账户状态
等基础信息。

单位通过归集银行网点柜面办理缴存核定的，单位专管员除
提交《缴存单位基础信息填报表》（见附件2）外，还应根据单位本月
实际缴存情况，对职工的缴存基数（见附件3）、个人账户信息变更
（见附件4）、个人账户开户（见附件5）或补缴登记（见附件6）等缴
存信息进行维护，完成维护后将上述盖章确定的纸质材料和对应
的电子信息提供给银行网点柜面，以便柜面工作人员快速完成缴
存核定工作。完成缴存核定后将获得本次“缴存登记号”，支付住
房公积金时应按“缴存登记号|其他信息”的格式准确备注在银行结
算票据摘要信息栏中。因未进行缴存核定或摘要信息不准确导致
无法入账的款项，我局将按原渠道退回资金。

(四)金额核定到元
职工住房公积金以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计算

单位缴存部分和职工缴存部分均应四舍五入至元。若保留元以下
金额的缴存资金将无法核收。

二、缴存职工业务办理变化
5月2日至7日信息系统上线前，我局柜面仅受理住房公积金

提取与贷款要求急办的业务，且其资金将于系统上线后予以结
算。5月8日至31日为系统试运行期，为保证业务正常开展我局柜
面将适时限定业务受理量。

（一）业务办理方式多样化
新系统上线将陆续推出各类业务的网上查询和办理服务，具

体包括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的明细信息和贷款条件查询、单位
缴存及个人提取业务办理等多样化的网上服务。职工可通过我局
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海南住房公积金”手机APP（以下简称手
机APP）以及网上大厅等多种渠道办理上述住房公积金业务。其
中，网上大厅和微信平台与新系统同步上线，手机APP预定5月20
日后上线，届时缴存职工可通过我局门户网站首页的链接网上大
厅或手机APP办理业务。缴存职工以密码口令（初始密码为身份
证后6位）+手机动态密码验证的形式登录信息系统操作业务。

缴存职工除下列情况必须到我局服务大厅面柜办理外，逐步
免予到服务大厅现场面柜办理业务：一般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住房公积金继承业务，需要复核材料原件的其他业务等；列入
住房公积金诚信黑名单职工的所有业务。

（二）职工账户余额自动合计
新系统上线后，职工身份以“身份证号+姓名”作为唯一标识，

所有身份标识下的原各归集银行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会自动合
计，无需办理省内个人账户转移及合户业务。但若原住房公积金账
户身份证号或姓名信息有误（或为空）均必须由单位向我局申请对
账解决资金归户合并问题。办理提取业务时系统将提取额从职工
的存量账户进行支出，职工可通过网上大厅或手机APP或当前缴
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服务大厅办理提取业务，无需再前往其他
存量账户所在的管理局服务大厅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在新系
统未与归集银行完成连接前无法查询住房公积金的有关新信息。

（三）业务材料档案电子化
职工通过网上大厅或手机APP自助办理业务的，相关证明材

料均需上传图片信息，我局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核受理；通过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服务大厅办理提取业务的，只需提供身份证、结婚证、
银行卡及与提取用途相关的证明材料原件，可不再提供材料复印
件及纸质《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柜面工作人员通过高拍仪将
材料原件进行拍摄存储，根据提取用途生成电子化《住房公积金提
取申请表》，职工使用电子签字板签名确认即可完成提取申请。委
托他人代办的，可提供亲属户籍或婚姻证明、专管员代办单位证明
或经公证的委托代办证明材料。通过网上大厅或手机APP办理业
务的材料，由职工个人根据系统提示拍摄所有相关材料上传，再根
据需要到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服务大厅提供原件查核。

（四）开展对冲还贷业务
对冲还贷业务是我局通过内部账务调整，使用职工及配偶住

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自动抵减每期住房公积金贷款应还本息，当住
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住房公积金贷款应还本息时，
将从约定的银行账户划扣差额部分。新系统上线后，我局将正式
开展住房公积金对冲还贷业务，已办理过约定提取业务的职工再
办理对冲还贷业务后将自动终止约定提取业务。

三、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网上大厅渠道自主办理业务
根据我局相关规定，房地产开发商承建的楼盘项目需在我局

直属管理局备案后，购房人方可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我局
新系统上线后，开发商需填写《开发商开通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
厅贷款业务办理申请书》（见附件7）向直属管理局申请开通网上大
厅办理业务的权限，指定业务专管员。届时，开发商需通过网上大
厅向直属管理局发起项目报备申请，录入报备信息上传报备材料，
将材料原件送交直属管理局服务大厅审核、审批，完成项目报备的
流程。

开发商已向直属管理局报备的楼盘项目，可在网上大厅上发
起修改基本信息以及新增楼栋报备的申请，按规定需核查材料原
件的，提交直属管理局服务大厅审核。

四、系统操作辅导
网上大厅和手机APP使用手册及操作教学视频，将在我局门

户网站陆续发布，供缴存单位、缴存职工和房地产开发商学习参
阅。我局各直属管理局于近期分批次开展缴存单位专管员操作培训。

附件：1.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缴存业务办理申请书
2.缴存单位基础信息填报表（模板）
3.缴存基数调整模板
4.个人账户变更模板
5.个人账户开户模板
6.补缴登记模板
7.开发商开通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贷款业务办理申请书
（以上附件可在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门户网站下载，网

址：www.hngjj.net）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2017年4月27日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关于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上线有关事项的公告

新华社洛杉矶4月26日电（记者
高山）美国空军26日从加利福尼亚
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了一枚

“民兵”III型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空军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全

球打击司令部所属部队在当地时间
26日 0时 03分发射了一枚没有装
载战斗部的“民兵”III型导弹，导弹
携带的可返回式载具上装有测试设
备以收集数据。导弹命中了 4200

英里（约合6759公里）之外的太平
洋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上的预定
目标。

声明说，此次测试验证了“民兵”
III型导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确保了

美国强大和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对美
国及盟友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民
兵”III型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海陆空
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空军的B－52、B－2等战略轰
炸机以及海军战略核潜艇一道构成
了美国战略核力量“三叉戟”。

“民兵”系列导弹自上世纪六十
年代服役。“民兵”III型导弹是美军
目前仅有的一种现役陆基洲际弹道
导弹。

美军测试洲际弹道导弹
命中4200英里之外预定目标

A B C D
税改的核心原则

是让企业税更具竞争力，让美国企业将海外
利润投资美国创造就业，同时通过大幅简化个人
税制为中产阶级减税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白宫计划将企业所得税

从当前的35%降至 15%
对美国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一次性征税
并推动“属地制”征税原则，即未来美国企业

的海外利润将只需要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
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白宫计划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级数
由目前的七档简化为三档

税率分别为 10%、25%和35%
同时，个人所得税基本抵扣额将翻一番
这意味着对于一对夫妇来说，基本抵扣额度

将增加至2.4 万美元

此外

白宫还计划为育儿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取消
除房贷和慈善捐赠以外的税收抵扣，并取消遗产
税等税种

特朗普税改三大看点
美国白宫26日公布了

税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原则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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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4月26日，美国发射一枚“民兵”Ⅲ

型洲际弹道导弹。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华盛顿4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