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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注销公告
海南农垦报社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8年3月16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报社清算组

2018年3月16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项目名称：海南省军区机关大院400KW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工

程。招标人：海南省军区保障局。项目内容：拆除一台400KW柴油发
电机组，采购安装一台400KW柴油发电机组，新做发电机基础，控制
柜维修，购买一台气泵等。资格要求：本工程竞争性谈判不接受联合体
报名申请，申请人须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含）以上资质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许可证五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为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发电
机必须为一线合资品牌。报名时间：有意者，请于2018年03月24日
08时30分至2018年03月28日16时30分（工作时间）。持单位介绍
信、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到海南省军区机
关办公楼五楼办公室报名。联系人：王助理，联系电话18608973906。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金方、赵建斌、王田与被执行人海
南天景农庄有限公司、海南仙湖农庄有限公司、海南青源庄园有
限公司、海南珍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龙康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南
景农业有限公司、海南锦泰实业有限公司、李胜南合资、合作开发
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以下财产：一、被执行人海南天景农庄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海榆西线东侧罗带村，土地面
积为33335.1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罗带)字第
0051号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二、被执行人海南仙湖农庄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海榆西线东侧罗带村，土地面积为
3346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50号
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三、被执行人海南青源庄园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南省东方市海榆西线东侧罗带村，土地面积为33185.5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49号项下的土地使
用权；四、被执行人海南珍果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
市海榆西线东侧罗带村，土地面积为330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证号为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52号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五、被执

行人海南龙康农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海榆西线东
侧罗带村，土地面积为33288.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
用(罗带)字第0054号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六、被执行人海南南景
农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海榆西线东侧罗带村，土
地面积为33449.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罗带)字
第0053号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七、被执行人海南锦泰实业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海榆西线东侧罗带村，土地面积为
3455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62号项
下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将对上述查封的土地使用权进行
评估、拍卖，对本院将要评估、拍卖的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
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年3月20日
联系电话:0898-66962183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执恢9号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是隶属海南省人民政府，归口省住建
厅管理的副厅级事业单位。根据我局工作需要,现面向全国公开招
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本次计划公开招聘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22名，其中文秘岗位工作人员6名，金融岗位工作人员16名。
二、报名时间
2018年4月2日8:00至4月26日16：00。
三、报名方式
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点击www.hngjj.net(海南省住

房公积金管理局)页面进入考生报名系统。
四、报名和考试要求
报名资格条件、具体工作岗位和考试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南省人

民政府网站、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网站（www.hngjj.net）查阅《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公开
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及附件。

咨询电话：0898-66532637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2018年3月24日

海南省电力学校开发建设的“海南省电力学校文昌新校区”项目
位于华侨农场区域，2010年该项目整体已取得修规批复，批复方案
规划指标如下：总用地面积191280.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7660.01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93171.16 平方米，容积率0.49，建筑密度
13.79%，绿地率45.3%，停车位362个。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二区部
分建筑方案，调整后修规方案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91280.94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83824.2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79843.68平方米，容
积率0.417，建筑密度13.56%，绿地率46.5%，停车位366个。以上
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
目修规调整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3月24日至4月7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郑治贤。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海南省电力学校文昌新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24日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2 日
电 （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总统
特朗普 22 日宣布，约翰·博尔顿
将取代麦克马斯特，出任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平

台宣布，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
尔顿将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任命于4月9日生效，正式交接
也将在这一天进行。

白宫表示，特朗普已要求麦
克马斯特留任至 4 月中旬，确保

职务顺利交接。
麦克马斯特生于 1962 年，是

现役陆军三星将军，去年 2 月起
正式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特朗普对麦克马斯特任职以
来的“杰出工作表现”表示感谢，

称“他将永远是我的朋友”。麦克
马斯特也发表声明说，自己将要
求今年夏天退役，感谢特朗普给
自己服务的机会。

近期美国媒体曾爆料，特朗
普打算“炒掉”麦克马斯特，原

因是两人“不来电”，两人在“通
俄门”、阿富汗政策等问题上也
矛盾重重。在即将离职的消息
曝光后，麦克马斯特对媒体表
示：“时候到了，每个人都要离开
白宫。”

博尔顿出生于1948年，曾就读于
耶鲁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越战期
间他曾想方设法躲避被征入伍，对此他
辩解说，当时知道战争败局已定，自己

“不想死在东南亚的稻田里”。
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他在国

务院、司法部、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处担任
过多个高级职位。在小布什政府期间，
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
全的副国务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进入外交界后，博尔顿不断有惊人
之语。他曾指责伊朗在浓缩铀污染问
题上撒谎，被伊朗外交部批评为“粗鲁”

“不懂外交礼节”。连对赏识提拔他的

小布什，他也照样在离任后出书批评其
外交政策转向软弱。

在《经济学人》杂志看来，博尔顿是
“美国送到联合国的最富争议的大
使”。他对联合国颇为不屑：“从来就没
有联合国，只有世界上真正的大国——
那就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

在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
博尔顿因立场强硬多次引发外交风波，
甚至公开威胁不缴纳联合国会费，以免
会费被人“贪污”，令美国和联合国关系
紧张。

（新华社华盛顿3月22日电 记者
朱东阳 刘晨）

博尔顿在获得任命后表态说：“美
国当前正面临纷繁复杂的事务与挑战，
我非常期待与特朗普总统及其领导团
队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对内更安
全，对外更强大。”

博尔顿外表文质彬彬，但内心强
硬。他曾就职于里根、老布什、小布什
三任政府，是美国政坛著名的“鹰派”人
物，以对外政策立场强硬著称。

博尔顿不担任公职后经常参加新
保守主义论坛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他曾撰文批判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没
有骨气”，并对奥巴马政府签署伊核协
议、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等做法持绝对
否定态度。

2015年，博尔顿在《纽约时报》发
表专栏文章，鼓吹对伊朗动武并轰炸其
核设施，以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他还

多次呼吁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被美国媒
体称为“战争鹰派”。

分析人士认为，博尔顿标榜的“美
国利益至上”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
不谋而合，二人在伊核、朝核等问题上
的立场非常相似。此外，博尔顿主张的

“以实力求和平”被特朗普多次重申，深
得认可。

特朗普当选后，曾多次邀请博尔顿
到白宫向其征询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
方面的意见。赋闲多年的博尔顿近日
公开在电视节目中说，自己以往在外交
问题上的表态都不算数，“一切以总统
的声音为准”。

美国媒体称，博尔顿多次公开表示
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外交和国安理念，
他的忠心让特朗普下定决心：“这就是
我想要的人。”

2017年2月，麦克马斯特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接替在此之前因牵涉“通俄门”而辞职
的弗林。

曾与麦克马斯特共事的退役将军戴维·巴诺评
价说，麦克马斯特是一个“不一般的混合体”，既是

“污泥满军靴的战士”，也是“知识分子”。
麦克马斯特198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曾在

西点军校教授军事史，后长期在军中服役。在22
日发表的声明中，麦克马斯特说他将在今年夏天退
役，此后将不再担任公职。

1991 年，29岁的麦克马斯特在海湾战争中
一战成名。当时，麦克马斯特还是上尉军衔，他
率领的部队在一场与伊拉克武装的遭遇战中不
但以少胜多，而且己方无减员损伤。美国《华尔
街日报》评论说，正是这场战役奠定了美军在海
湾战争中的胜局。麦克马斯特本人也因此获得

银星勋章。
2005年，麦克马斯特在伊拉克战争中“不走

寻常路”的指挥策略再次令他脱颖而出，并受到时
任总统小布什的赞誉。英国前军官蒂姆·柯林斯
评价说，麦克马斯特采取了“令人眼前一亮的非典
型做法”。

麦克马斯特还是一位敢于发声的学者。1997
年，他的博士论文《玩忽职守》成书出版。这本书批
评了美国政府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在美国军界引
起震动，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推荐阅读书目。

麦克马斯特在书中写道，越战期间，时任总统
林登·约翰逊因为无法听到“不同意见”，结果作出
一系列灾难性决定，严重影响战事。反观现实，麦
克马斯特曾经努力让特朗普听到“不同意见”，但结
果却是自己黯然离开白宫。

（新华社华盛顿3月22日电 记者刘晨 朱东阳）

美国政界和军
界普遍认为，麦克
马斯特敢于直言，
是白宫内的“理性
派”，上任以来一直
试图让特朗普听到
安全外交政策方面
的“不同声音”。作
为 白 宫 的“ 安 全
阀”，他的离任或将
令特朗普的安全政
策更加强硬并不可
预测。

特朗普2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感谢
麦克马斯特任内所做的“杰出工作”，他“将一直视
（对方）为朋友”。然而现实是，特朗普与麦克马斯
特之间并不“来电”。

有匿名白宫官员告诉媒体，军人出身的麦克马
斯特自律而专注，做事一板一眼，与喜欢“拉家常”、
思维跳跃的特朗普完全不同。

特朗普曾向身边人抱怨，麦克马斯特为人“古
板”，态度居高临下，做国安简报“冗长又没用”。特
朗普曾指着正在做简报的麦克马斯特打趣说，“看，
这家伙多严肃”。

麦克马斯特与特朗普在伊核、北约、美国与盟
友关系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在伊核问题上，麦克马
斯特主张保留伊核协议，但特朗普却威胁要退出伊
核协议。

虽然不像已经去职的国务卿蒂勒森那样敢直

接与特朗普较劲，但麦克马斯特与特朗普之间经常
是暗流涌动。

“通俄门”被普遍认为是两人的“心结”。今年
以来，两人的分歧越发明显。

麦克马斯特2月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
期间表示，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证
据“无可辩驳”。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公开驳斥
麦克马斯特，称自己的竞选团队没有“通俄”。

美国媒体援引麦克马斯特身边人的话说，尽管
特朗普期待麦克马斯特在“通俄门”上支持他，但麦
克马斯特始终有所保留。

3月中旬，在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炒”掉国务
卿蒂勒森后，麦克马斯特被媒体问及下一个是不是
轮到他离开白宫。

这位55岁的陆军将军表情平淡地说：“某一时
刻，每个人都要离开白宫。”

欧盟宣布
召回驻俄罗斯大使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3日电（记者郑江华）
欧盟对外行动署23日发表声明说，欧洲理事会已
要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召回
驻俄罗斯大使，以“商讨”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遭
神经毒剂毒害一事。

声明说，根据莫盖里尼的指示，欧盟驻俄罗斯
大使马库斯·埃德雷尔将于本周末返回布鲁塞尔。

欧盟春季峰会22日在布鲁塞尔发表公报
说，欧洲理事会强烈谴责最近在英国发生的这
起事件。

据英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
帕尔及其女儿3月4日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
里市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国警方认定这
对父女遭神经毒剂袭击。英国政府称，俄罗斯“极
有可能”与此事有关。

俄方认为英国调查此案的言行不符合法律程
序，希望英国公开此案所有资料。俄外长拉夫罗
夫表示，如果英方能遵照国际法行事，俄愿与英方
合作调查此案。

英国14日宣布驱逐23名俄方外交官。作为
回应，俄外交部17日宣布驱逐23名英国驻俄外
交人员。

44个非洲国家签署成立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

据新华社基加利3月22日电（记者吕天然）
44个非洲国家21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
非洲联盟（非盟）首脑特别会议上，签署成立非洲
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

非盟50多个成员国中，尼日利亚、南非、赞比
亚和博茨瓦纳等国家未签署该自贸区协议。尼日
利亚政府21日发表声明说，尼政府仍在审议，相
关审议委员会有望于两周内得出结果。

据悉，签署成立贸易区协议的国家随后将按
本国相关法律程序批准协议，协议获22个国家批
准后即生效。

非盟方面表示，非洲大陆自贸区一旦成立将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数量最多的自
贸区，将形成覆盖12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5万亿美元的市场。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薇拉·松圭
告诉新华社记者，非洲基础设施水平落后，推动市
场竞争难度很大，可能会对自贸区成立构成挑战

3月22日，在法国巴黎，获颁“世界杰出女科
学家奖”的中国科学家张弥曼（中）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右）、欧莱雅集团全球首席
执行官让－保罗·阿贡合影。

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
22日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与另外4位女科学家获颁这
一奖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前发布的评奖消
息中说，张弥曼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
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新观点。另外4位获颁
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科学家分别
是英国植物分子生物学家卡罗琳·迪恩、加拿大发
育生物学家珍妮特·罗桑、阿根廷生态科学家艾
米·奥斯汀和南非儿童健康医学专家希瑟·扎尔。

新华社记者 张曼 摄

中国科学家张弥曼获颁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博尔顿出生于
1948年，是小布什
政府中著名的“战
争鹰派”人物。白
宫在发给媒体的邮
件中称，他是美国
“最强大的声音之
一”，是在“国家安
全事务和应对国家
挑战方面全方位的
专家”。他的上任
将强化特朗普内阁
的“鹰派”色彩。

“美国送到联合国的最富争议的大使”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 “某一时刻，每个人都要离开白宫”

是“战士”，也是“知识分子”

麦克马斯特“下马”

博尔顿出任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

“战争鹰派”强势回归
麦克马斯特：

被拔掉的白宫“安全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