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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履约告知书
郑玉涛、李泽林：

我方已通过打电话、发短信、邮寄、公正送达、登报公告等方式向
贵方送达了《关于设立共管账户的函》，贵方至今未能履行设立共管
账户的义务，导致我方无法履行“将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200
万元转入共管账户”的义务，现我方随时配合贵方设立共管账户，并
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转入共管账户。特至函贵方，请贵方在2017年
6月23日前，与我方共同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并办理目标公司相关证照、资料、资产的移交。否则，视为贵方再次
违约，我方将依法提起诉讼，强令贵方履行合同义务，并追究贵方的
违约责任。特此函告。

告知人：黄平
君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公 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在2008年至

2015年6月期间依法扣押查扣但至今尚未前来接受处理且无主认领的
196辆违法车辆予以公告，具体车牌号如下:琼B08422、琼A85795、琼
A19088、琼A13825、琼B05469、琼A19100、琼O02934、琼B06045、
琼 B03561、琼 A56112、琼 C82199、琼 A05558、琼 A06089、琼
A06283、琼A26833、琼A06208、琼A07104、琼A07669、琼A08191、
琼 A07184、琼 A15574、琼 A07099、琼 A08425、琼 A13281、琼
A08395、琼A07378、琼A08216、琼A11676、琼A06394、琼A07057、
琼 B08569、琼 A09932、琼 A22563、琼 B03279、琼 A07558、琼
A06767、琼A06769、琼B03503、琼B10312、琼B05749、琼B03792、
琼B04262、琼B09362、琼B09208、琼B08745、琼B08157、琼B09265、
琼 A15570、琼 A25689、琼 B08519、琼 B09669、琼 A25300、琼
A08501、J.24.0302、琼A08508、琼A21331、琼A08362、琼A06932、
琼 B03216、琼 A05863、琼 A07195、琼 B07814、琼 A08338、琼
B03277、琼B10270、琼B07496、琼B09602、琼B03751、琼A26130、琼
B07172、琼A07060、琼AP2302、琼A08853、琼A07801、琼B03719、
琼 B08516、琼 B09942、琼 A28096、琼 A09261、琼 A08566、琼
A26585、琼A25689、琼A29189、琼E02369、琼A26833、琼B10790、
琼 B07042、琼 A27288、琼 B03739、琼 A29053、琼 B11668、琼
A08550、琼B10702、琼A09425、琼B11925、琼A11009、琼B13261、

琼 B72332、琼 A16295、琼 BD1501、琼 B09825、琼 B07215、琼
B11829、琼B0AA90、琼B12107、琼A11129、琼B13550、琼A30136、
琼 B13020、琼 A21005、琼 A11885、琼 A04640、琼 A08796、琼
A09433、琼A11988、琼B04198、琼E01270、琼A10635、琼A19180、
琼 A31597、琼 B13335、琼 A09481、琼 A30628、琼 B11731、琼
B15258、琼B09125、琼A38030、琼A28993、琼A30983、琼A26785、
琼 A14026、琼 A18807、琼 A33503、琼 A08529、琼 A26053、琼
A11780、琼A08474、琼A08396、琼A08471、琼A07920、琼A29261、
琼 C81195、琼 A07755、琼 A08519、琼 A27828、琼 A16946、琼
A27291、琼C14839、琼A09895、琼A26715、琼A08508、琼A09373、
琼 A11008、琼 A09435、琼 A25388、琼 A06777、琼 B03880、琼
B12325、琼B12388、琼C61996、琼A26957、琼B05812、琼B04085、琼
A06990、广K41796、琼A14182、琼B03540、琼A53288、琼B08475、
琼 A09520、琼 B09482、琼 C12053、琼 B03209、琼 B05869、琼
A05973、琼B05812、琼B03708、琼A18911、琼B05905、琼A08427、
琼 C14455、琼 A07008、琼 O06782、琼 A09772、琼 A26908、琼
A08750、琼A26735、琼A25797、琼A11158、琼B03513、琼A08879、
琼B04099、琼A27351、琼A27290、琼B12267、琼A30297请以上车辆
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到海南省道路运输局法制科（海口市龙华
区海运路16号省交通运输厅直属单位联合办公楼三楼314室）接受处
理。逾期未处理的车辆，我局将按有关规定进行报废处理。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17年6月19日

受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7月5日10:
0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石梅湾
旅游度假区石梅湾九里一期A28别墅，建筑面积：226.06㎡，参考价：
707万元，竞买保证金：8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3日17:00时止。有意竞买
者请于7月4日 17:00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
缴纳截止时间为 7月3日17:00时止，以款到账为准，交纳保证金单
位名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开户行：中
国 建 设 银 行 三 峡 分 行 宜 昌 高 新 科 技 支 行 ；账 号 ：
42201331601050217558。缴款用途须填明：海南万宁房屋拍卖竞
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
拍卖,房地产面积以最终测绘为准，测绘费、过户税费、欠缴物业管理
费用等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公司名称：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9号中衡大厦17层；联系电话：0898-
68523808 13307551678；委托方监督电话：0717-6344780

万宁市石梅湾别墅拍卖公告
（第20170705期）

海南省临高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隋大业年间（公元
607年）置县，是海南较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县份，有着浓厚的文
化底蕴和精深的诗词渊源。宋代大文豪苏轼及名臣胡铨曾经
在临高留下诗词华篇。我县著名爱国诗人王佐，是海南明清时
期“四大才子”之一，其诗词开启了海南一代的诗风，世称“吟
绝”。历代文人墨客在临高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营造
了临高浓郁的人文风气和诗词氛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临高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传统诗词的发展，坚持把诗词普及作
为一项文化工程提出来推进，把诗词活动作为一个文化品牌来
建设。2014年11月15日，临高县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中华
诗词之乡”称号。为了巩固和拓展“中华诗词之乡”成果，弘扬
国粹，展示临高的历史厚重、文化渊源、改革开放业绩，特举办
全国诗词大奖赛。

一、征稿内容
以歌颂临高素材为主，凡涉及临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

和社会事业发展成就，与临高历史、人文景观、旅游景区、自然
风光、民俗风情、城乡新貌等有关的诗词均可（详见海南省临高
县人民政府网）。

二、作品要求
1、符合传统格律要求的诗、词作品，新旧韵不限，但一诗

中不可混用。
2、每位参赛者投1—2首（而获奖只能1首），已获全国级

别奖项的作品不再参赛，必须为自己原创作品。
三、征稿对象

海内外各地诗人、词家及诗词爱好者。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各奖10000元；二等奖4名，各奖6000元；三

等奖6名，各奖3000元；优秀奖50名，各奖200元。
五、评选方法
采用隐名编号评选法，首先由专家学者进行初评，最后由

中华诗词杂志社终评，定出获奖名单。获奖名单及一、二、三等
奖作品在《中华诗词》杂志发表。

六、稿件处理
大赛结束后，组委会将获奖作品，入围作品及特邀作品汇

编出版《“文澜杯”全国诗词大奖赛作品集》。作品一旦选中，组
委会对作品拥有使用权。

七、其它事项
1、纸质来稿须用A4纸正楷打印，一页一首，一式2份，其

中一份注明作者姓名、性别、职务、详细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身份证号码。另1份隐名。电子邮件的稿件亦按以上要求
注明。截稿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来稿以发送地邮戳和
接收电子稿日期为准。

2、纸质来稿需在信封左下角注明“征稿字样”，电子稿件”
需同上注明。邮寄地址：海南省临高县文联 邮编：571800，
电话：0898-28287396 电子邮箱：741762873@qq.com。

《中华诗词》杂志社
海南省临高县文联
2017年6月19日

海南省临高县“文澜杯”全国诗词大奖赛
征稿启事

杨斌（身份证号：370103560819051）、杨剑（身份证号：
110228740410001）:

长期以来，一直由你们分别占有、使用的汽车（车牌号为
琼A30820、琼A70809）归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原海
南中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至今你们未归还本公司。
根据国有固定资产的清理登记工作的需要，限你们于见公告
之日起30天内将上述两辆汽车归还本公司，逾期未归还，公
司将诉诸司法程序解决。

特此公告
联系人：邓先生 联系电话：13307671388

公 告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9日

受委托，现对海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60%
股权，公开募集资金引进三家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海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担保公司”）成

立于2003年12月12日，系海南省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海南联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二级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省担保
公司是我省的省级国有担保平台单位。截止2017年2月28日评估
基准日，省担保公司资产总额为23589.26万元，负债总额为2045.25
万元，净资产为21544.01万元。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

二、拟募集资金额：引进三家投资者分别持有省担保公司15%、
20%和25%股权，合计60%股权，募集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2250万元。

三、增资方式：采用网络竞价方式，报价最高者确定为最终投资

者，引入国有及社会资本做大做强省担保公司，本次增资认购15%股
权、20%股权、25%股权价格分别不低于人民币8062.5万元、10750
万元、13437.5万元。增资后，引入三家投资方持有省担保公司60%
股权,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海南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省担保公司36%股权、4%股权。

四、公告期为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8月14日。省担保公
司详情、对投资方的资格要求及增资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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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6月19日

海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60%股权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6HN0061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拟向社会公开招标网络信息安全设备

和服务,项目包括:(一)网络信息安全产品的采购、安
装调试和维保服务；(二)网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服务；（三）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安全漏洞扫
描、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与应急响应等技术服务,请具
有相应业务资质、经验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7年
6月23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
公章复印件）。

联系人：黄女士
电话：66810816、13976650356

英国 谈判19日正式启动
在 英 国

“脱欧”公投举
行 近 一 年 之
后，来自英国
和欧盟的谈判
代表终于将在
19 日坐到谈
判桌前，面对
面商议“脱欧”
事宜。这场谈
判被不少媒体
形容为“世纪
谈判”，足见其
重要性和复杂
性。那么，“脱
欧”谈判究竟
如何进行、谈
些什么，又难
在何处？谈判
受到哪些因素
左右，最终会
如何收场？

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自从英
国确定“脱欧”后，无论是英国还是欧
盟，都在为这场不可避免的谈判做各
种准备，争取主动，把握节奏。

一是各自任命谈判代表和组建
谈判团队。

英国任命了“脱欧”事务大臣戴
维·戴维斯，欧盟则推出首席谈判代
表、法国人米歇尔·巴尼耶。

二是各自表明谈判原则和立场，
划定底线。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确定了“硬脱
欧”方案，要与欧盟分个干净、重新开
始，而欧盟则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三是各自发动舆论攻势和摆出

自信姿态。
在梅表达“没有协议总好过达成

一个坏协议”的同时，欧盟也展现出
团结一致和决心改革的一面。

主要谈两方面的内容

真正坐到谈判桌前，英国和欧盟
主要谈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现在如何分家。
自1973年入盟以来，英国与欧盟

之间的关系通过大量的法律或协定确
定下来，想要解除只能一项项谈。

另一方面是今后如何相处。
英国虽然可以脱离欧盟，但离不

开欧洲，欧盟也需要英国。因此，双
方还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关系框架，尤
其是在经贸领域。

欧盟希望分两个阶段谈判

具体到谈判步骤，欧盟希望分两
个阶段进行，也就是先算旧账，再谈
未来。第一阶段重点是公民权利、英
国的“脱欧”账单以及英国与爱尔兰
的边界安排。只有这个阶段谈判取
得进展后，才能商讨欧盟和英国未来
关系。根据欧盟方面的消息，如果第
一阶段进展顺利，欧盟将在今年12
月授权进行第二阶段谈判。

谈判是否会按照欧盟设定的节
奏进行，尚不确定。但根据欧盟相关
法律，留给双方的谈判时间并不充
裕，最终期限在2019年3月，也就是
梅向欧盟递交“分手信”的两年之
后。但考虑到协议还需要双方相关
机构的批准，双方要在2018年10月
前完成全部谈判。这些很多人看来，
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梅的谈判计划，英国和欧盟
会达成一个“过渡性协议”，让英国逐
步脱离欧盟，但过渡期不会超过3
年。这意味着如果谈判顺利，英国最
晚在2022年彻底离开欧盟，双方关
系进入一种新的模式。

谈判初期，英国和欧盟双方重在
相互交流，摸清对方在一些关键问题
上的立场和底线，寻找可以妥协的空
间。对于双方而言，整个谈判既是一
场技术和法律层面的唇舌之战，更是
一场政治和外交上的激烈角力。

比如在英国“脱欧”账单数额问
题上，虽然欧盟方面认为应该高达
600亿欧元，但并非没有讨价还价的
余地，关键还在于双方能够达成什么
样的政治交易。

虽然正式谈判即将展开，但最终
结果难以预料：双方会达成什么样的
协议，还是根本达不成协议。总的来
说，这场旷日持久、牵扯多方的谈判
面临着三大变数，甚至可能出现出人
意料的结局。

第一大变数是英国政局和民意。
由于在6月8日议会下院选举上

的政治“豪赌”失败，梅的“硬脱欧”主
张受到来自保守党内外的质疑和挑
战。梅已经宣布，保守党将与北爱尔
兰的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但梅
究竟能在保守党党魁的位置上坚持多
久？“脱欧”谈判期间，英国会不会再次
大选？这些问题都无法确定。

德国《明镜》日前在一篇社论中
指出，几乎可以确定，今后数年英国
会出现“一个有兴趣重新加入欧盟的
政府”。投资家乔治·索罗斯也认为，
英国脱欧是一个至少要持续5年时
间的漫长过程，其间英国会进行新的
大选，下一个议会“可能会赞同重回”
变革后的欧盟。

目前，很难确定剧情反转的可能
性有多大，但英国国内民意似乎已经
发生变化。皮尤研究中心6月15日
公布的民调显示，在英国，54％的受
访者对欧盟持正面态度，比一年前增
加了10个百分点。

第二大变数是欧盟谈判和妥协
意愿。

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之后，欧盟
内部出现一种声音，那就是要借机“惩
罚”英国，起码不能让英国退盟后反而
获得更好待遇，以免其他国家效仿。

更有一些国家趁机捞取实际利
益，比如德国法兰克福正在积极谋划，
希望借英国脱欧的时机，取代伦敦金
融城的地位。由于欧盟两大机构欧洲
银行业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局总部

设在伦敦，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有意
成为这两家机构的新总部所在地。此
外，欧盟官员日前还公布了在英国“脱
欧”后迁走大型结算机构的计划，想要
撬走伦敦欧元结算业务。

因此，“脱欧”谈判中，目前略占
上风的欧盟能在多大程度上展示妥
协意愿，成为关键问题之一。

第三大变数是欧盟未来改革方略。
归根到底，英国决定“脱欧”，在

于不看好继续留在欧盟内的发展前
景。当前，欧盟已提出多种改革方
案，期望缓解自身面临的“生存危
机”。因此，未来几年，欧盟能否在改
革上取得成效，能否更具吸引力和竞
争力，也会影响到“脱欧”谈判的结
果。 张伟（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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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谈判将启之际

英首相面临党内
英国与欧盟方面的“脱欧”谈判将于19日正式启动。谈判将启之际，英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首相特雷

莎·梅目前面临保守党内“脱欧派”和“留欧派”的双重夹击，两派均表示有意发动“政变”，将特雷莎·梅赶下台。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援引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包括多名内阁大臣
在内的保守党“脱欧派”议员一致认
定，特雷莎·梅已经无法领导保守党
坚持到下届大选，他们正在讨论何
时让她“下岗”。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保守党
一名前内阁大臣表示，如果特雷莎·
梅政府在“脱欧”谈判过程中偏离了

原来的计划，将被视为“叛国”。
“脱欧派”计划对特雷莎·梅

“逼宫”的同时，“留欧派”也在行
动。《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曾在

“脱欧”公投期间持留欧态度的保
守党成员正在寻觅特雷莎·梅的

“接班人”，现任内政大臣安伯·拉
德可能是一个选项。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今年3月底启动
《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
式开启“脱欧”程序，将利
用两年时间完成“脱欧”谈
判。特雷莎·梅今年1月公
布了其政府的“脱欧”计划，
称将寻求“硬脱欧”。

不过，特雷莎·梅领导
的保守党在本月早些时候的

大选中表现欠佳，虽然保住了第
一大党地位，但没有赢得议会下
院半数以上席位。这场政治“豪
赌”的失败使特雷莎·梅在党内饱
受质疑。

保守党内“脱欧派”元老警告
说，一旦发现首相在“脱欧”策略上
有态度软化的迹象，他们将发起“连
夜政变”，把特雷莎·梅赶下台。

巴基斯坦两名
驻阿富汗外交官失踪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18日电（记者季伟）
巴基斯坦外交部18日说，该国两名驻阿富汗外交
官16日在通过陆路返回巴基斯坦的途中失踪。

巴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失踪事
件发生后，巴方第一时间与阿富汗有关方面进行了
沟通，要求阿方全力营救并确保这两名外交官的安
全，同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声明还说，阿富汗方面
已成立了独立调查小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巴基斯坦媒体此前报道说，这两名外交官是
巴驻阿富汗贾拉拉巴德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他们
16日从陆路返回巴基斯坦途中失联，未能如期抵
达多尔哈姆边境口岸。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一事件。

哥伦比亚一购物中心发生爆炸
12人死伤

6月17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人们站
在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外。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一座购物中心17日发
生爆炸，现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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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派”密谋“连夜政变” “留欧派”也在寻觅“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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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国公民
在老挝遭枪击身亡

据新华社万象 6 月 18 日电 （记 者 章 建
华）中国驻老挝大使馆 18 日说，一名中国公
民 16 日在老挝中部赛孙本省遭不明身份人
员枪击身亡。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在当天发布的安全提示中
说，老挝赛孙本省16日发生不明身份人员枪击事
件，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当场死亡。目前老方正对
案件进行调查。

安全提示说，中国大使馆已要求老方尽快破
案，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在老中
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中国大使馆提醒在老中国公
民和机构，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
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向老方报案，并联系中
国驻老挝使领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