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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水运专业人员招录方案

我院近期决定成立水运规划设计所，并招录以下人
员：

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4人。岗位要求：1、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2、港口与航道工程相关专业；3、有3
年以上设计院或咨询单位工作经验；4、年龄40岁以下。

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1月8日前将简历、身份证、
毕业证、学位证等证明材料发到我院邮箱：hn_2000@
163.com,其余注意事项，可登录我院官网查阅，网址：
http://www.hnhdi.com。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80105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8年1月16日下午15:00在文昌市公开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1月8日至9日。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竞
买保证金0.5万元/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15日17:00前将竞买保
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保证金
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1月16日上午9:00-12:00。报名及拍卖地点：
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477号文昌市国税局大楼8楼会议室。网址：www.
hntianyue.com。电话：68555951 13005087166 15607579889

序号
1
2
3
4
5

车牌号
琼C79573
琼C79348
琼C79073
琼C79261
琼C73585

车辆型号
海马牌HMC7162A
海马牌HMC7162A
别克牌SGM6515
海马牌HMC7162A
松花江HFJ7130

登记日期
2008.02.01
2008.02.01
2007.09.27
2008.02.01
2005.01.25

年检到期
2018.02
2018.02
2018.09
2018.02
2017.01

参考价（元）
3000
3300
10000
2000
1000

我单位拟公开选定租车服务单位，具体报名要求如下：
1.在海南省内有固定办公场所，注册资金不得低于100万元，具

备租车的经营资质；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包；
3.用于租赁服务的车辆产权应当属于供应商，车辆保险齐全；
4.付款方式：以实际发生租车费用为准，按季付款；
5.报名时间：从2018年1月8日8:00起至2018年1月16日

17:30，投标人应在此之前将密封的投标文件送达海口市美贤路9
号402室，投标文件应含具体报价，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其他证明
文件并加盖公章，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6.联系人：林先生、陈先生，联系电话：65236094。

租车服务采购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18年1月5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1月24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

厅以网络（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
和现场同步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二路与育新
路交汇处东北角一栋五层商住楼（土地面积：356.3平方米，建筑
面积：1697.81平方米）。参考价：140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
3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月23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23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13807653966
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现就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
姓身边好医护”颁奖晚会设施设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护”颁奖晚会设施设备。活动时间：2018年 2月10
日。执行项目包含：灯光、音响、彩幕LED、背景视频制作
等。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
年有同类活动设施设备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月5日至11日，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三楼
专题部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
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
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月12日17时（北
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柳女士 66810280

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颁奖晚会设施设备项目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现就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颁奖晚会舞台搭建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护”颁奖晚会舞台搭建。活动时间：2018年2月10

日。执行项目包含：舞台设计、舞美搭建制作、场地布置

（包括舞台）、现场氛围营造、交通指示等。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

资金的良好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

两年有同类活动舞台搭建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月5日至11日，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三楼

专题部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

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

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月12日17时

（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柳女士 66810280

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颁奖晚会舞台搭建项目招标公告

综合新华社1月4日电 韩国统一部4日说，韩朝当天上午借助重新开通的板门店联络“热线”再次通话。

通过板门店热线再次通话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朝韩重新开通联络渠道

朝鲜方面在这次通话中并未对
韩方发出任何通知。双方预计将通
过这一联络热线，磋商朝鲜参加韩
国平昌冬奥会等事宜。

韩国统一部官员说，首尔时间4
日9时，韩方首先打出电话，朝方并
未接听。半小时后，朝方打来电话，

与韩方相互检查电话线路是否正常。
当韩方问及朝方在这次通话中

有否要通知任何消息，朝鲜方面负
责联络的官员回答“没有”。

这名朝方官员同时说：“如果有
任何通知，我们会联系你们。”

随后，双方挂断电话。

朝方未对韩方发出任何通知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2日向
朝方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
级别会谈，磋商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
等事宜。赵明均说，“无论何时、何
地、何种形式”，韩国政府都有意与朝
方对话。

韩国媒体援引分析师的话报
道，鉴于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委员长李善权把双方的接触定性为

“为讨论朝方派遣代表团参加冬奥
会举行的会晤”，因而可能不会如韩
方所愿举行“高级别会谈”，只是“体
育工作会晤”。

按这名官员的说法，如果朝方派
出李善权为首席代表，那么韩方将相
应地派出统一部长官赵明均为首席
代表。双方确定细节后，韩方将视会
谈形式和日程安排组建一个代表团。

韩方提议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3日
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朝鲜和韩国
重新开通板门店联络热线表示欢迎。

哈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朝
韩两国进行对话是积极进展。联合国

秘书长欢迎朝韩重新开通联络渠道。
哈克表示，联合国仍致力于确

保安理会有关决议得到执行，希望
更强有力的外交努力能够帮助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联合国称韩朝对话是积极进展

1月3日，在朝鲜半岛中部的板门店，一名韩国官员通过板门店联络热线与朝方通话。 新华社/美联

分析人士指出，半岛核危机的
直接相关方是朝鲜和美国，考虑到
朝美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相冲突，
且两国领导人不断斗狠，半岛局势
获得实质性改善依然难度不小。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说，金正恩把发展核武
视作威慑美国的重要手段，很难轻
易放弃。而美国则认为朝鲜坚持拥
核，意在对美国实行“核讹诈”。此
外，美国决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公开

威胁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
此外，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

朝双方口水仗不断，多次“撂狠
话”。金正恩在1日发表的新年贺
词中警告称，美国应意识到，整个
美国本土都在朝鲜核打击范围
内。特朗普以狠话予以回应说，朝
鲜领导人有“核按钮”，他也有，而
且他的“核按钮更大更强”。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说，特朗普

遇到对手的言语刺激时会缺乏克
制，容易使双方对紧张局势产生战
略性误判，从而酿成灾难。

分析人士普遍指出，半岛问题
有关各方都应该抓住半岛局势中
的积极动向，相向而行。在当前半
岛局势呈现转暖趋势之际，美方应
做到自我克制，避免发出可能激化
局势紧张的言论，并采取更多行动
鼓励朝鲜进一步释放善意。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4日电）

国际观察

公开质疑朝方对与韩方举行会谈的诚意

美国为何对朝韩互动“泼冷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日在

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朝鲜真诚希
望平昌冬奥会成功举行，有意采取
包括派遣代表团在内的一切必要举
措，北南当局可以就此进行紧急会
谈。韩国政府对朝鲜抛出的这一橄
榄枝迅速作出积极回应，向朝方提
议近期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
谈，磋商朝鲜参加冬奥会等事宜。

对于半岛出现的和平信号，美
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近日却表示，
朝韩之间无论开展什么形式的对
话，美国都怀疑朝鲜的诚意，并称
朝鲜可能企图借此挑拨美韩关系。

“在朝鲜作出弃核的明确努力
前，美国对朝韩间任何形式的对话
不会当真。”这名发言人说。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

普上任以来，主要依赖加大对朝鲜
经济制裁力度和外交孤立相结合
的方式对朝施压。此外，联合国安
理会上月末再次通过最新涉朝决
议，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
施。因此，朝韩选择在这一时刻互
抛橄榄枝，或重挫美国向朝鲜施加
经济和外交压力的效果，难免引起
特朗普政府不满。

美韩对待朝鲜释放善意态度
迥异，也反映出两国在对朝问题上
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韩国总统
文在寅在竞选期间就主张同朝鲜
对话与接触，而特朗普则主张对朝
强硬，称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
已经结束。

去年 9 月，特朗普就曾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炮轰”文在寅，指责后
者寻求与朝对话的努力是“姑息政
策”，引发美韩关系波动。

分析人士普遍指出，任何施压
和制裁政策都有其局限性，美方无
法仅凭施压来逼迫朝鲜让步。美
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日前接受
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美朝应尽早进

行接触，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鲜
半岛核问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研究员乔尔·威特认为，美国应该
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进行美朝对话，
中国政府提出的朝鲜暂停核导活
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
停”建议可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

朝韩

怀疑朝鲜企图借此挑拨美韩关系

美韩对朝问题有难以弥合的分歧

半岛局势获得实质性改善难度不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质疑朝
方对与韩方举行会谈的诚意。分析人士认为，在朝韩互相释放善
意之际，美国政府却对朝韩关系转暖“泼冷水”，主要是担心对朝
施压的效果受到影响。此外，美朝两国在半岛核问题上互不让
步，半岛局势能否在新的一年获得实质性改善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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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朝鲜人民军士兵（前）和两名韩国宪兵（后）分列在板门店军事
分界线两侧（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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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一鞋厂起火10人死亡
死者包括7名中国人

据新华社莫斯科1月4日电 （记者安晓
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一家鞋厂4日上午起
火。根据中国驻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总领馆领事
部了解的初步信息，死者包括7名中国人，另有
1名中国人受轻伤。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说，
死亡人数正在核实中。早些时候，俄紧急情况部
消息人士说，大火导致10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
中国人、2名吉尔吉斯斯坦人和1名俄罗斯人。

俄紧急情况部新西伯利亚分局说，火势目
前已经得到控制，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调查
人员初步推测，事故可能是由电路短路引起。

目前相关部门已对这起事件进行刑事立案。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获悉火灾消息后，立

即联系俄外交部和紧急情况部等部门，敦促当
地相关部门尽快查明火灾原因，全力救治伤者，
并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全面否定前“师爷”

特朗普大骂班农
“失心疯”

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沃尔夫出一本书，引
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前“师爷”斯蒂芬·
班农的怒火。

特朗普3日一反常态，弃用社交媒体“推
特”，以正式声明方式怒斥班农“失心疯”，继而
全面否定班农，称自己当选总统与班农没有半
点关系，说当班农遭革职时，他“不仅丢了工作，
还丢了魂”。

引发特朗普怒火的是沃尔夫书中班农的言
论。班农谈及小特朗普等人在特朗普大厦与俄
罗斯籍女律师纳塔莉娅·维塞里尼茨卡娅会面，
称那场会面是“叛国”和“不爱国”行为。

另外，在沃尔夫的书中，班农说，对特朗普
团队成员的调查还可能是洗钱为重点。

对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班农同样评价不
高。班农认为，伊万卡有点营销手段，但对国家
政策制定和世界运行方式“一窍不通”。

班农曾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被外
界认为是特朗普2016年胜选的主要功臣之
一。特朗普当选后，班农曾出任白宫首席战略
师、总统高级顾问。

班农持右翼立场，在白宫任职前，他经营的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带有极右翼色彩，经常鼓吹
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强调捍卫“西方
价值观”。

特朗普就任后，许多重大决策依稀可见班
农的身影，如签署限制来自中东国家移民的禁
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撕毁国际贸易
协定和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由于与鼓吹或纵容种族主义、排外思想的
“另类右翼”运动关系紧密，班农备受民权组织
批评。

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
过后，特朗普迟迟未能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者，招致舆论谴责以及共和党内批评。外界持
续施压，要求特朗普解职班农。当月18日，班
农作别白宫。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南非火车与卡车相撞
12人死亡，至少100人受伤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月4日电 南非自
由州省4日发生一起火车与卡车相撞事故。该
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蒙德·穆凡比说，当前已确认
12人在事故中遇难，另有至少100人受伤。

消防员和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有几
节车厢倒在路边，其中一节车厢起火，且火势开
始蔓延。

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继续在起火车厢中
搜寻，死亡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据估计，事发时火车上共有约700名乘
客。部分伤者在现场得到救治，一些重伤员将
会被转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