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朝鲜放出引
发核战争疑虑的狠话
后，美国国会 64名民
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
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敦促后者为特朗普的
“火热”言论降调。

分析人士解读，朝
鲜半岛局势当前整体呈
现出“高位震荡”的瓶颈
期，正在走向“十字路
口”。今后一段时间内，
一方面各方的嘴仗可能
继续，另一方面各方也
将探索如何在当前情况
下重回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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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兹定于2017年8月15日00：00至

2017年8月15日05：50对海南电信计费系统的账务和计费

数据库进行版本升级。升级期间计费营业前台、网上营业

厅将暂停查询、缴费、停复机业务及发票打印等服务，VC充

值平台和电信集团充值平台等也暂停充值缴费和费用查询

服务。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5执288号

海南杨基医药包装用品印刷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与你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6）琼01民初1065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司
没有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效力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于2017
年1月6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查封被执
行人杨基医药包装用品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桂工业开
发区海力路6号厂房内的机械设备（其中：平压压痕切线机一台、自动

纸盒糊盒机二台、自动平压模切及一台、四开自动模切机一台、纸面
压光机一台、数字显示切纸机一台、上光机一台、单色印刷机二台、覆
膜机一台、锯床一台、MANROLAND设备一套），我院委托了海南方
正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该所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了方正评
报字［2017]第0013号《评估报告书》，上述机械设备评估总价格为
411280元，现本院拟对上述机械设备进行网上司法拍卖，如你公司
对该评估报告内容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执行。

特此公告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我局正受理陈土弟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八所）字第0425号]危房改造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上
海南大街西侧（现友谊南路），土地面积为120.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南至陈英梅，西至友谊
南路，北至八所港务管理局第二装部作业宿舍，东至张生贤，坐标
为 ： J1 （X113313.007、 Y17617.504） ， J2 （X113312.631、
Y17624.193）、J3（X113294.644、Y17623.431）、J4（X113295.022、
Y17616.742）。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
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坐标图。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11日

我局正受理文海雄(文海雄已故，该宗地使用权由文涛继承)
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字第4044号]
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园林路北侧，土地面积为
255.9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
地四至为：南至福民南东十一巷，西至符杨菊，北至廖东海，东至
东方大道二横街东,坐标为：J1（X113820.068、Y20785.280）、J2
（X113816.092、Y20797.909）、J3（X113803.466、Y20795.085）、J4
（X113798.627、Y20789.214）、J5（X113801.687、Y207779.434）。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
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坐标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11日

因文琼高速公路万泉互通立交工程G223国道跨线桥及接线工
程因施工建设的需要，现计划2017年8月12日进行现场施工，2018
年3月11日完成。根据施工要求，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
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2017年8月12日至2018年3月11日
二、管制路段:G223国道K123+400至K125+950段左右幅
三、管制方式: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对G223国

道K123+400至K125+950段采取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来往车辆
经施工便道通行。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
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关于文琼高速公路万泉互通立交工程G223
跨线桥及接线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7年7月26日

因文琼高速公路嘉积互通立交工程S213国道跨线桥及接线工
程因施工建设的需要，现计划2017年8月12日进行现场施工，2018
年6月10日完成。根据施工要求，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
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2017年8月12日至2018年6月10日
二、管制路段：S213省道K6+400至K6+620段左右幅
三、管制方式：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对S213省

道K6+400至K6+620段采取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来往车辆经施
工便道通行。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
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关于文琼高速公路嘉积互通立交工程S213
跨线桥及接线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7年7月26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保障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加强账户管理，确保您在我行开
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正常支付不受影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
等相关规定，请于本公告通知之日起30日内携带单位相关资料
到我行办理账户年检工作，逾期不来办理，我行将视作未年检，并
对账户未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进行停止支付。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0898-66862358、0898-66863212、
0898-66978713。

特此公告。
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2日

为充实海南省五指山市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解决卫生专业人才紧缺问题，五指山市市政府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名额 本次拟招聘57名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其中中西医结合专业2人，临床医学（含预防医学、医学影像）专业21人，护理、助
产专业14人，针灸、推拿专业2人，药剂专业4人，医学检验专业8人，药学专业1人，中医学类专业3人，放射专业1人，法学专业1人（具体招聘岗
位和资格条件请登录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政府网站查看）。

二、报名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犯罪纪录，未受过党纪处分或刑事处罚，没
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三）身体健康，能胜任本职工作，爱岗敬业，遵守职业道德，无重大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记录；（四）学历要求：国家承认大
专及以上学历，具有岗位要求的相关专业；（五）年龄要求：满18周岁以上（1999年6月30日以前出生），35周岁以下（1981年6月30日以后出
生）。其中，具有执业医师及相当于执业医师的医技类技术职称可放宽到40岁，即1977年6月1日后出生，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可放宽到45岁，
即1972年6月1日后出生；（六）具有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报名和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2017年8月19—31日，双休日除外。（二）报名地址：海南省五指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五
指山市山兰路9号）。联系电话：0898—86638215。（三）报名要求：报名采取相对应专业报名的形式，每个考生限报一个专业。（四）报名所需提交
材料：各考生需登录五指山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wzs.gov.cn）下载并填写《2017年五指山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报名表》。根据招考
条件和要求，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以及报考职位要求的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所有证件均需交验原件，提供复印件）以及本人近期正面免冠
小二寸彩色照片3张（同底）。报考人员要在规定时间内携带相关资料到指定地点报名。属2017年应届毕业生，如还没取得毕业证的，需由学校
出具本人相片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毕业证明。海南省户籍及五指山户籍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迁入。

四、其他事宜 请登录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zs.gov.cn）详细了解，或电话咨询五指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
公室（0898—86638215）。本公告由海南省五指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五指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南省五指山市2017年公开招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公告

（2017）琼01执531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于 2017 年 6 月 17 日作出的

（2017）琼01民初422号民事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
7月25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德顺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2017）琼01民初422号民事调解书主文第一项内容为：海南保
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意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合同约定
的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003号土地证项下的（海南保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坐标示意图（海口市土地测绘院201750712—3图））
界定的375.88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海南德顺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按上述调解
书内容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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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
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八月八日

公 告

新华社华盛顿8月10日电（记
者陆佳飞 刘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
斯10日说，美方将以外交手段主导
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

马蒂斯当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时说，美方在寻求解决半岛核问题上
以外交手段为主导，并正在取得外交
成果。他同时强调，在半岛发生战争

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朝鲜

的强硬表态，马蒂斯表示，特朗普正试
图用外交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他的强

硬表态仅表明他对半岛核问题的担忧。
朝鲜在7月4日和7月28日试

射洲际弹道导弹后，朝美之间近日大
打口水仗。据报道，特朗普警告朝鲜

“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招致
前所未有的“炮火与怒火”。朝鲜方
面随即表示，正着手制定以发射导弹
包围打击关岛的方案。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

以外交手段主导朝核问题的解决

半岛局势追踪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11 日
说，一旦美国与朝鲜发生冲突，澳大
利亚将“支援美国”。

特恩布尔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他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0日
通过电话讨论，一旦美国与朝鲜发生

冲突，澳大利亚将援引《澳新美条约》
支援美国。

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亲
密盟友，“如果朝鲜决定使用暴力，澳大
利亚不会逃避，将毫不犹豫地支持美
国。至于采取何种行动，将取决于当时

的情况和与盟友协商的结果。”
《澳新美条约》是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美国在1951年签署的安全合作
条约。“9·11”事件后，澳大利亚前总理
霍华德在第一时间启动《澳新美条约》
支持美国。（综合新华社8月11日电）

美国《华盛顿邮报》8日援引国
防情报局的报告报道，朝鲜可能已
经掌握在洲际导弹上装载核弹头的
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抛出狠
话，警告朝鲜“最好不要对美国做出
任何进一步威胁”，否则将面临“前
所未见的火力与愤怒”。他的强硬
措辞被外界解读为美方可能会动用
核武器。

随后朝鲜方面表示，正着手制
定以发射导弹包围打击关岛的方
案。特朗普随即回应，说自己此前

“怒火打击”的措辞可能还不够强
硬，并再次发出警告：若朝鲜采取行

动攻击关岛，“将面临未曾想过的情
况”。

为此，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
会主席、民主党人约翰·科尼尔斯和
其他63名民主党议员日前集体要求
国务卿蒂勒森“管管特朗普的嘴”。

这些议员表示，美国的“报复性
军事打击”可能让3万美国现役军人
和10万在韩国的美国公民置于危
险境地，导致韩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死于战火。因此，在朝核问题这一
敏感议题上，言行应保持最大的谨
慎和克制。

美国智库机构传统基金会专

家、曾在特朗普过渡团队担任外交
政策顾问的詹姆斯·卡拉法诺认为，
特朗普、马蒂斯和蒂勒森的表态分
别针对不同的听众。作为总统，特
朗普的言论针对美国民众，马蒂斯
针对美国军队，蒂勒森的对象则是
外交部门。

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专家
王俊生认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
朝鲜传递出的信号较为混乱，特朗
普本人与军方以及政府其他高官的
涉朝言论也时有出入，“这样一来，
给朝鲜传递的信息比较混乱，也会
加重后者的误判”。

针对朝鲜半岛局势下一步如何
发展，分析人士认为，爆发大规模战
争或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短期
内局势继续僵持下去的可能性很大。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
任郑继永说，今后一段时间内，朝鲜
半岛局势可能都将处于“极度紧张、
高位震荡”的状态，“（半岛局势）风
险很大，时时成为关注热点，但又不
至于走向战争”。

王俊生认为，整体来说，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呈现出一个瓶颈期，正在走
向一触即发的“十字路口”。“实际上，包
括美国和朝鲜在内的各方都感觉到过
去的朝鲜半岛政策需要调整，”他说，

“下一步的走向还要取决于美朝两个
当事国，取决于它们做什么样的决策。”

针对特朗普对朝强硬表态，美国国
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10日说，特朗普
正试图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他的强硬表态仅表明他对半
岛核问题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日表示，当前朝鲜半岛
局势复杂敏感。中方希
望有关各方谨言慎行，多
做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
增进各方互信的事，而不
要走彼此轮番示强，局
势不断升级的老路。

特朗普对朝放狠话遭批，半岛问题白宫传递信号较混乱

半岛局势处于“极度紧张、高位震荡”的瓶颈期

澳总理表示若美朝爆发冲突“将毫不犹豫支持美国”

小行星今秋
将擦地球而过
科学家称不会给地球带来破坏

欧洲航天局10日对外公布消息：一颗“一座
房子大小”的小行星将于10月12日与地球“擦身
而过”。科学家们确认，这次近距离邂逅不会给地
球带来破坏，倒有利于测试和评估“天体撞击防御
系统”的应对能力。

飞行轨迹距地球最近约4.4万公里

这颗近地小行星代号“2012 TC4”，届时其
飞行轨迹距地球最近约为4.4万公里，相当于地
球到月球距离的八分之一，而地球同步卫星轨
道在地面之上3.6万公里，这颗小行星堪称“完
美错过”。

法新社援引欧洲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组成员
德特勒夫·科施尼的话说：“我们确信，这个天体不
可能撞上地球，不会发生任何危险。”

今秋不是它第一次“路过”地球。2012年10
月，这颗直径15至30米的小行星以每秒14公里
的速度“掠”过地球，遁入茫茫宇宙。当时的距离
比这次预测的远一倍，科学家们预测它今年会再
来一次“近地邂逅”，只是不清楚距离会多近。如
今有了欧洲南方天文台在智利建造的新“神器”甚
大望远镜的助力，科学家得以追踪它的轨迹。

为测试“地球防御系统”提供机会

欧洲航天局的声明说，观测近距离掠过地
球的“2012 TC4”，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让
我们得以测试国际间合作探测和追踪近地天体
的能力，并评估各国共同应对真实小行星威胁
的能力”。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6月30日宣布，批准一
项预防小行星撞地球的计划进入初步设计阶段，
计划2020年发射航天器撞击一对小行星以改变
其轨道。随后，俄罗斯航天集团下属单位表示，将
从2019年开始筹建近地小行星搜寻追踪系统，及
时预警潜在撞击。

天文学界估计，太阳系小行星约有数百万颗，
大部分游弋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小行星撞地
球的概率虽小，但并非没有。

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通古斯卡上空
发生据信由坠落小行星引发的爆炸，造成近代史
上对地球最大规模的一次天体灾害。

2013年，一颗直径约20米的陨石在俄罗斯
城市车里雅宾斯克上空爆炸，释放能量大约相
当于30颗扔向广岛的原子弹，致使数千栋建筑
受损，上千人受伤，而各国航天机构无一事先察
觉征兆。

这次没危险，下次呢？

欧洲航天局推测，像“2012 TC4”这么大的
小行星如果真的进入地球大气层，“其影响可类比
车里雅宾斯克事件”。

德国欧洲空间运转中心的罗尔夫·登辛曾警
告说，人类还没做好应对小行星撞地球威胁的准
备。他说自己不会为了“2012 TC4”这次路过而
失眠，“起码这一次不会”。

“但你不由得想到下一次会怎样……假如能
早一些发出预警，我会感觉更安心点。”

（沈敏 新华社专特稿）

近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黑莉（前排中）在安理会通过针对
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实施
新的制裁决议后发言。新华社发

美朝隔空“斗狠”

半岛局势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