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效仿美国、宣布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令以色列政府“倍受鼓舞”。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25日
说，美国政府的做法会“掀起一阵风潮”，至少10国政府正在考虑迁使馆。

美国政府宣布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做法遭国际社会普遍反对。阿拉伯议会联盟主席迈沙勒·萨拉米25日说，危地马拉迫于美方压
力抢先“跟风”。

俄总统选举将于2018 年 3 月
18日举行。除普京外，目前还有十
多人已宣布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
其中包括曾多次参选的自由民主党
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亚博卢党创
始人亚夫林斯基，增长党领导人季
托夫，俄罗斯政治家索布恰克之女、
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索布恰克等。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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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年度油墨和PS版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年度油墨和PS版采购

（项目编号：HNRBYSC-2018-1，HNRBYSC-2018-2）由海南
日报社负责招标事宜，其下属部门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为项目出资
人，油墨采购数量约为200吨，PS版采购数量约为18万张。具体
采购数量以合同期实际需求为准，送货地址为海口市金盘路30
号。

二、投标人资格: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

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投标人须是投标产品的生产商或生产商授权的代理商

（经销商）；
(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二)标书发售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五

楼材料部；
(三)标书售价：￥200元/份（售后不退）。
(四)每个项目保证金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18年1月17日10:00时；
(二)开标时间：2018年1月17日；
(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潘女士0898-66810760 13976080208
林先生0898-66810760 13876700807

招聘启事
因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房地产项目销售经理1名、销售主管1名，待遇

面议，有意者请与我司联系。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66810879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关于小额贷款伤残互助金收支情况的公示
依据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出台的《小额贷款伤残互助

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现对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
贷款伤残互助金收支情况进行公示。截至2016年12月
31 日 ，累 计 收 缴 伤 残 互 助 金 405411 笔 ，金 额
32489393.63元，支出262笔，金额3464181.45元，专户
余额29025212.18元。

特此公示。
2017年12月27日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钟赞生、郑萍:

2013 年 12 月 25 日 ，你 与 我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461901046248103200003的《“e货通”个人循环贷款合同》，向我
行借款450000元，并签订2013461588032500006《最高额抵押合
同》，以郑萍位于儋州市海头镇那历中方街的房产（儋州市房权证海
头字第103840 号）提供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

在合同履行期，你方严重违约，达18期以上未按合同偿还贷
款。现我行根据合同约定，宣布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
2017年12月20日。

请你一次性归还所欠我行贷款本金372487.96元, 以及截止
2017 年 12 月 20 日贷款利息、罚息、利息复利以及罚息复利
38519.22元,贷款本息合计411007.18元（如到具体还款日有其他
未结利息及罚息的，以我行个人贷款系统计算的数据为准）。我行
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 2017年12月22日

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284028450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
纳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我局已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
止，你公司仍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
2017年12月24日起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
止出境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税阻〔2017〕14号）。自本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税阻〔2017〕14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地税一稽公〔2017〕13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2月22日

海南周易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284028450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我局已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

止，你公司仍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

2017年12月24日起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地税一稽税阻〔2017〕14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2月22日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规S1-5-07-2
地块用地性质修改及确定规划指标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规S1-5-07-2地块用地性质修改及确
定规划指标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豪华路以北，兴工路以
东，用地面积为4271m2(约6.42亩)。现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确定规划
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2月7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www.
qionghai.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
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
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
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陈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2月26日

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黄金坡田洋整治项目
工程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

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黄金坡田洋整治项目工程施工于2017
年12月26日在东方市委一号楼二楼开标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
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四川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29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

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投诉或举
报，电话：0898-25535323。

招 标 人：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12月27日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参加
大选，如果获胜，他将执政至2024
年。他在回应“为什么俄罗斯缺
乏有力的反对派领导人”时说，目
前大多数反对派人物专注于“制
造噪音”，而非拿出造福俄罗斯的
真正纲领。

普京在竞选活动正式开始后发

表了一系列纲领性言论，这些纲领
性表态回应了民众对于提高经济、
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为支持他的
选民注入强心剂。

俄罗斯民调机构11月发布的
一项民调显示，81％的民众认为普
京“干得好”，80％的民众选择信任
普京。分析人士认为，鉴于普京执

政根基稳，民意支持度高，他在明年
选举中获胜几无悬念。

此外，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对待
西方的强硬态度和对叙利亚的果断
军事行动等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俄大
国地位。俄罗斯社会经历了民族认
同感和爱国热情高涨的社会思潮，
而反对派在这一波社会思潮中被同

化，基本失去了发声的机会。
普京如获连任，其未来6年的

执政之路任重道远。对内，他需肩
扛重担，直面经济发展、腐败等问题
的挑战；对外要与西方缓和关系，为
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其
表现将倍受关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日
决定，禁止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
瓦尔尼参加定于明年3月举行的总
统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
叶拉·帕姆菲洛娃明确告知纳瓦尔
尼，把他排除出候选人名单，是因为
他有“前科”。

纳瓦尔尼2013年因贪腐问题
被判有罪，涉案金额1600万卢布

（约合180万元人民币）。英国广播
公司报道，纳瓦尔尼2013年担任政
府顾问期间，涉嫌挪用一家木材企
业的木料，遭指控并被判有罪。欧
洲人权法院随后以听证会不公为由
撤销了法庭裁决，但在今年早些时
候的复审中，纳瓦尔尼仍获罪。

纳瓦尔尼在投票前告知俄中央
选举委员会，禁止他参选的决定将

“不仅针对我，还有1.6万名支持者
和2万名参与拉票活动的志愿者”。
投票决定公布后，纳瓦尔尼宣布，将
在俄全国发起对总统选举的抵制。

另一名总统候选人、真人秀节
目制片人克谢尼娅·索布恰克批评
纳瓦尔尼抵制选举的做法：“选举是
作出改变的唯一途径，抵制选举没
有意义，且会造成伤害。”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5
日欢迎危地马拉的做法：“我说过，还会
有其他国家承认耶路撒冷（的地位），宣
布将大使馆迁至那里。现在已经有第二
个国家这样做了……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色列副外长齐皮·霍托夫利接
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就迁大使馆事
宜，“我们正在与至少10个国家联络，
包括欧洲国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声明会“引发一阵风潮”。

霍托夫利没有说明具体哪些国家

有这方面考虑。但以色列公共电台以
外交界人士为消息来源报道，这些国
家分别是洪都拉斯、菲律宾、罗马尼
亚、南苏丹。美联社24日报道，捷克
也在考虑之中。

现阶段，尚无任何国家将驻以使馆
设在耶路撒冷。路透社报道，1980年以
前，曾有危地马拉等少数国家在那里设
使馆，但在1980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
项决议的号召下，这些国家相继将使馆
迁至特拉维夫。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
24 日证实，他已经指示外交部着
手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
搬迁至耶路撒冷。危地马拉由此
成为首个效仿美国做法的国家。

以色列驻危地马拉大使马蒂·
科亨随后告诉以色列军队电台，双
方目前未设定迁使馆的时间表，但
应该在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以后。美方官员称迁馆至少需要
两年。

就这一决定，巴勒斯坦外交部
长里亚德·马勒基说，莫拉莱斯“迫
使他的国家选择错误的历史，是公
然违反国际法”。

阿拉伯议会联盟主席萨拉米
认定，危地马拉迫于美方压力宣布
搬迁使馆，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
他在会见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艾哈
迈德·阿里·阿布·盖特后告诉媒体
记者：“我们已经见证国际社会对
美方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的反对态度。”
联合国大会 21 日召开紧急特

别会议，以 128 票赞成、9票反对、
35 票弃权通过决议，认定任何宣
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
动“无效”。联大紧急特别会议
前，美方扬言要对投票反对美国
做法的国家减少经济援助。联大
投票中，危地马拉投下反对票。
这个中美洲国家长期接受美国经
济援助。

美国的做法会“掀起一阵风潮”?以色列副外长称——

10国政府正考虑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普京强势竞选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日拒绝将有犯罪前科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登记为明
年3月18日的总统选举候选人。

从当前大选选情看，现任总统普京胜选连任几无悬念。对于反对派方面缘何缺乏有力的竞争
者，普京认为，大多数反对派人物专注于“制造噪音”，并未拿出造福俄罗斯的竞选施政纲领。

俄大选反对派恐难构成挑战

一枝独秀一枝独秀

有“前科”的热门总统候选人被禁止参选

普京竞选纲领为选民注入强心剂

普
京

危地马拉成首个“跟风”美国做法的国家 以色列媒体称十国打算效仿

英国国防部26日说，俄罗斯军舰圣诞节期间
在英领海附近动作频频，英方派出护卫舰“伴航”
紧盯俄舰动向。此前一天，英国海军“圣奥尔本
斯”号护卫舰“伴航”俄罗斯军舰“戈尔什科夫元
帅”号，穿越了邻近英国的北海海域。

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在一份声明中
说，他将“毫不犹豫地保护英国领海，不容忍任何
形式的侵略”。按照他的说法，近期从英国领海附
近驶过的俄罗斯船只猛增。

法新社报道，英俄多年来关系紧张。英外交
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上周访俄，原本和俄外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寻求改善关系，但却起了冲突。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英海军“伴航”
俄战舰过北海

据新华社德黑兰 12月 25日电（记者马骁
穆东）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该国最高法院已
批准对一名被指控为以色列“间谍”的伊朗人的
死刑判决。

《德黑兰时报》当天援引德黑兰检察官阿巴
斯·贾法里－多拉塔巴迪的话说，艾哈迈德·礼
萨·贾拉利曾8次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情
报人员会面，向摩萨德提供了关于伊朗国防部和
伊朗原子能组织相关项目的情报，涉及核设施、
国防计划和重要国防设施、伊朗原子能组织和国
防部高层人士的姓名和信息等。

被控为以色列“间谍”

一名伊朗人被判处死刑

12月26日，土耳其警方在土南部阿达纳省
实施抓捕行动。

土耳其警方当天在土南部阿达纳省成功挫败
一起新年恐袭图谋，并在行动中抓获12名与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嫌疑人。 新华社发

土耳其挫败一起恐袭图谋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6日电（记者华义）日本
政府26日正式发布“氢能源基本战略”，主要目标
包括到2030年左右实现氢能源发电商用化，以削
减碳排放并提高能源自给率。

氢能源因来源广泛、燃烧热值高、清洁无污染
和适用范围广等优点，被视作21世纪最具发展潜
力的清洁能源。

日本“氢能源基本战略”主要目标还包括未来
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把氢能源发电成本降低至与
液化天然气发电相同的水平。为了推广氢能源发
电，日本政府还将重点推进可大量生产、运输氢的
全球性供应链建设。

该战略还指出，实现氢能源型社会绝非坦途，
日本将率先向这一目标发起挑战，在氢能源利用
方面引领世界。

日本发布“氢能源基本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