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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0515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5月15日上午10:00在本司拍卖
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如下房产权益：

位于万宁市兴隆旅游开发区长春城小区1、L栋507房49.8m2，
509房45.48m2，511房45.48m2，512房44.15m2，参考价：12000元/m2；
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2、6栋A别墅270m2（附属面积730m2），参
考价：15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以上标的均未办理产权
证，过户税费及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标的展示及缴纳竞买保证金：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5月
14日17:00前。

拍卖信息：①海口市三门坡镇258亩其他园地。
②海口市演丰镇80亩设施农业用地。

拍卖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
联系电话：13876355557马先生 15091991408刘先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234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群上路1号)办理异议登
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5336234

产权
申请人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24238号

申请土
地面积
120.94
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海甸
岛沿江五路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籍）
字第J0112号

项目
名称
碧波花
园小区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京城
实业公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9日

交房通知书
尊敬的四季华庭三期阳光华府业主：

四季华庭三期阳光华府现于2018年4月25日达到
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敬请各位业主本人携身份证原件
到四季华庭三期阳光华府项目领取交楼通知书，并于15
日内办理交房手续,谢谢！

售楼处电话：0898-6689 2333/2666
物业电话：0898-6680 9900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28号

海南金邦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6日

不动产注销登记通知书
编号：20180426001

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620110673N)：

因你单位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内容和
事实情况不一致，我机构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八
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之规定，直接
办理（2018）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9210号证载权利的注销
登记，请你单位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交回
不动产权属证书。逾期未交回的，我机构将公告作废处理。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4月26日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谈及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和伊朗核问题等议题

不留面！马克龙批

特朗普上台后，与多个欧洲传
统盟友国领导人关系紧张，唯独与
马克龙关系密切，欧洲国家普遍希
望马克龙能凭借这种关系说服特朗
普作出一些让步。

自23日下午抵达华盛顿以来，
马克龙与比他大30多岁的特朗普多
次公开大秀“兄弟情”。抵达当晚，
马克龙夫妇受邀前往美国开国总统

乔治·华盛顿故居弗农山庄参观并
与特朗普夫妇共进晚餐。

英国广播
公 司 编 辑 乔
恩·索佩尔分
析，从马克龙
25日在美国国
会的演讲看，
马克龙对付特

朗普“颇有一套”，即多拥抱、必要时
奉承，伺机给对方以“重击”。

听马克龙演讲时，美国国会民
主党籍议员不时叫好、起立鼓掌。
一些民主党人说，马克龙充满激情
地呼唤美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伊
核问题令他们印象深刻。

民主党籍的加利福尼亚州联邦
众议员亚当·希夫说，马克龙直接反

驳特朗普，他的表述“比我所期待的
还要直白”，“那边的共和党人多次
经历不自在”。

但在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
袖凯文·麦卡锡看来，马克龙没有指
责他的东道主。“他（马克龙）说他相
信自由和公正的贸易。这正是总统
想要的。”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一些国际媒体认为，相比其他国
家的领导人，马克龙更容易与特朗普

“搭上话”。他访美目的之一是劝说
美方不要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马克龙告诉美国国会，特朗普
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退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但法国不会“跟风”：
“在美方倡议下，我们签署了这份协
议。美国和法国都签了字……在没
有（内容）更充分的替代物情况下，
我们不应该抛弃它。”

特朗普今年1月要求英国、法国

和德国5月12日以前同意“修正伊
核协议缺陷”，否则美方将退出协
议，恢复协议所涉对伊制裁。

国会演讲结束后，马克龙告诉法
国记者，就特朗普会作何种决定，他
没有“内幕消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

名美国总统“不太愿意坚守”协议。
特朗普24日在白宫与马克龙讨

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向媒体谈
论双方提出一份“新协议”的可能
性。马克龙告诉媒体记者，现有伊
核协议“不充分”，应该添加内容。

法国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 25
日在美国国会发表
演讲，谈及气候变
化、国际贸易和伊朗
核问题等议题，批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主张的“美国优
先”主张。

作为特朗普就
任以来首名对美国
作国事访问的外国
领导人，马克龙受到
东道主热情款待，近
两天多次与特朗普
秀“兄弟情”。他25
日演讲令不少民主
党籍美国国会议员
叫好，让共和党人
“不自在”。

在一个小时演讲中，马克龙操
着略带口音的英语，谈及美法两国

“牢不可破的密切关系”，引用美国
已故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
克林·罗斯福等人的名句。

马克龙说：“我们可以选择孤立
主义、回避和民族主义，那是一种选
择，可暂时缓解我们的恐惧。但向世
界关闭大门不会阻止世界的进化，不

会熄灭、只会煽动大众的恐惧。”
特朗普就任后打出“美国优先”旗

号，以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张扬美方
利益，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忧虑、反对
和批评。英国广播公司评述，马克龙这
番话是在露骨地批评“美国优先”。

马克龙向美国国会议员喊话：
“是美国发明了多边主义，现在你们
需要维持它和重新打造它。”

特朗普政府3月开始对进口钢
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
关税。特朗普曾宣称美国无惧“贸易
战”。马克龙访美的任务之一是推动
美方延长对欧盟的钢铝关税豁免期。

马克龙在演讲中说：“毫无疑问，
我们需要自由、公平贸易……贸易战
不是解决办法……我们应该在世界
贸易组织的框架下谈判。既然我们

制定了这些规则，就应该遵守。”
美联社报道，涉及气候变化议

题，马克龙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更加
直白。“人类正在扼杀我们的星球
……让我们面对现实：（地球）没有可
替代的星球。就这一（气候变化）话
题，美国和法国之间有分歧。”2017
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批“优先” “美国发明了多边主义，现在你们需要维持它”

不跟风 “在没有替代物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抛弃伊核协议”

“有一套” “相信自由和公正的贸易，正是美国总统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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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在朝鲜平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前右一）来到专列车厢前送行。

北京时间25日深夜，朝鲜安排的专列从平壤
出发，运送此前在重大交通事故中遇难的中国同
胞遗体和伤员回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
自到车站送行。 新华社记者 程大雨 摄

朝方专列运送
中国遇难者遗体和伤员回中国

一名巴勒斯坦记者
被以军开枪打伤后死亡

据新华社巴黎4月25日电 格林尼治时间
25日17时57分（北京时间26日1时57分），一枚

“轰鸣”运载火箭从俄罗斯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发
射场发射升空，将欧洲“哨兵－3B”地球监测卫星
成功送入轨道。

“哨兵－3B”卫星将与2016年2月发射升空
的“哨兵－3A”为一组，部署在地球上方815千米
的轨道，分别位于地球的两侧。

这两颗卫星将主要用于收集海面温度、海面
高度和颜色以及海冰厚度等信息，有助于更精确
预报天气和预测气温上升带来的影响等。

欧洲“哨兵－3B”
地球监测卫星成功入轨

新华社柏林4月25日电 想要踏上星辰大
海的征程吗？欧洲航天局25日最新发布了涵盖
17亿颗恒星的银河系探测数据，这是迄今最为详
尽的“银河系漫游指南”。

2013年，欧航局发射了“盖亚”空间探测器。
按计划，“盖亚”对银河系约1000亿颗恒星中的
1％进行观测，对每个观测目标进行平均70次的

“扫描”，以确定它们各自的位置和运动轨迹等。
此次发布的就是“盖亚”2014年7月到2016年5
月间的观测成果。欧航局介绍说，此次发布的高
精度探测数据涵盖了银河系17亿颗恒星，包括位
置、颜色、亮度等信息，超过50万颗类星体及中心
为巨型黑洞的一些星系的位置信息，另外还包括
太阳系中约1.4万颗小行星的信息等。

欧航局发布“银河系漫游指南”

4月 25日，在日本东京近郊一处工厂，J-
deite RIDE变形机器人进行“变身”。日本公司
日前在东京发布世界首个可供人乘坐的变形机器
人。这款机器人名为J-Deite RIDE，由日本“勇
敢机器人技术”公司、Asratec公司和三精科技公
司联合设计制造。 新华社/路透

日本开发出现实版“变形金刚”

4月25日，在美国华
盛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新华社／路透

4月26日，人们在加沙地带举行的巴勒斯坦记
者艾哈迈德·阿布·侯赛因的葬礼上抬着他的遗体。

巴勒斯坦卫生部25日宣布，巴勒斯坦记者艾
哈迈德·阿布·侯赛因本月13日在加沙地带边境
冲突中被以色列士兵开枪打伤，因伤势严重于25
日死亡。 新华社/法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在武汉主
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围绕新形势下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
署，明确提出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是继2016年 1月 5日在重庆
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后，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专门就长江经济带
发展召开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传递出
哪些重要信号？作出了哪些重大部
署？记者专访权威专家进行了解读。

正确把握5个关系
瞄准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覆盖11个省份，人
口和GDP均占全国约40％，是我国
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5个关系：

——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的关系。“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
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
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

——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的关系。“要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
起来。”

——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
功的关系。“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
确的时间表、路线图，稳扎稳打，分步
推进。”

——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
新动能的关系。“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
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
展的关系。“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区、
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
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实现错
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
体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把握5
个关系，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芒，
不仅抓住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牛鼻
子’，更体现了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
济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长
期性、战略性考量。”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两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
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此次他在武汉
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
局的重大战略。

张燕生认为，从“重大区域发展战
略”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新时代的长江经济带应当成为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成为

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块
试验田，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一个新引擎。

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
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搞大开发
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
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他强调。

“我们谈保护，不是说不让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
说，“发展是永恒的命题，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不是单纯消耗资源，而是要坚
持新发展理念，要坚持改革创新推动，
把握好保护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
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
系。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
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
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
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系列部署彰显长江经济带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

的企业都搬出去，企业搬迁要做到人
清、设备清、垃圾清、土地清，彻底根除
长江污染隐患。

——当务之急是刹住无序开发，限
制排污总量，依法从严从快打击非法排
污、非法采砂等破坏沿岸生态行为。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
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
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
里长江！

……
“长江作为我们的母亲河，哺育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杨保军说，只
有把生态环境修复好，走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我们的发展才能
更科学、更有序、更高质量。

树立“一盘棋”思想
一张蓝图干到底

如同一条巨龙，长江经济带初现
龙首牵引、龙腰支撑、龙尾摆动的良性
格局，但面临的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
不容忽视，特别是对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流域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一盘
棋’思想，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实现错位
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的战略思
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一方面，

各地要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同质化竞
争；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
规则，让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新旧动能转换，对于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壮士断
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
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
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
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

“长江经济带面临向高技术、高附
加值产业转型的艰巨任务。”李佐军
说，发展动力决定发展的可持续性，长
江经济带的发展探索对于推动中国经
济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个系统
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把握总
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
将一张蓝图干到底。要做好顶层设
计，以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成效。

专家认为，一方面要着力加强顶
层设计，一方面要扎实推动蓝图落
地。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改革创
新，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
刘红霞 陈炜伟 郁琼源）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