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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户企
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大印集
团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处置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参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3个工作日止，如有意向请以书

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符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68313
电子邮件：fu.jx@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邓先生 0898-

68568245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交通银行大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8年5月21日

序号

1

债务人
名称

大印集
团有限
公司

本金

205930000

利息、罚息

49085017

垫付费用

1109744

担保
方式

抵押+
连带清
偿责任

其中

保证情况

大棒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
限公司、海南龙盘园农
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
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王棒、彭松琴、王
鹏、梁丹、王清、王雅
琪、王彩叶、原泉对全
部贷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查封情况

轮候查封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第33层房产、海
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5层5C、5B号房产、琼海
市金海路商住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产、琼海市银海路大
印名豪广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海口市滨海大道
123号鸿联商业广场8层8A房（304.43平方米）、海口市滨海
大道123号鸿联商业广场8层8B房（433.14平方米）、琼海市
龙江镇博文村委会1864162.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琼海市龙
江镇中洞村委会1486706.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琼海市龙
江镇九架山农场1087766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海口市海秀
大道华侨新村新桥楼第1-8层；

抵押情况

1、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5层5C、5B号，建成于2005年，位于海口主要干道，总建筑面积1003.07平方米;
2、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第33层办公房产，位于海口繁华办公区国贸大道中心，建成于1994年，建筑面积825.4平方
米；
3、琼海市银海路大印名豪广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海国用（2010）第1072号（直接查封）及海国用（2008）第0930号]，其
中海国用（2010）第1072号宗地为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面积1617平方米，已建有住宅，已基本销售完毕。剩余酒店项目报建总
面积35285.24平方米，依据报建面积得出酒店分摊的土地面积13530平方米。
4、琼海市金海路商住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产，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国用（2005）第0377、0378号，土地面积为1178.5平方
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海房权证海字第1573号，建成于2008年,9层房产建筑面积4060平方米,普通装修。

所在地

海口市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处置资产处置公告

债 权 清 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8年5月21日 单位：元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马杜罗在此
次选举中获胜，但与2013年大选相
比，他此次获得的选票减少了约168
万张，显示出一部分执政党支持者对
国家经济现状的失望。因此，执政党
当前面临的最大压力仍然来自内部，
即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

近年来，委内瑞拉国内经济遭受

重创，在原油产量下降和西方制裁不
断加码等因素影响下，委国内通货膨
胀严重，民众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竞选期间，马杜罗承诺当选后将
把经济繁荣带回委内瑞拉，继续推进
前总统查韦斯发起的“玻利瓦尔革
命”，不断加大政府对民生投资。

分析人士指出，马杜罗成功连任

后，该国政局将迎来一个稳定期。在
此期间，委政府应当对现有经济模式
进行实质性改革，将发展经济和改善
人民生活作为首要任务，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稳定国内局势，增强抵御外来
干涉的能力。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5月 20日
电 记者徐烨 王瑛）

发展经济是要务

马杜罗成功连任委内瑞拉总统
面临内外双重挑战

成功连任的马杜罗
委内瑞拉 20 日举行总统选

举，现任总统马杜罗成功连任。
马杜罗1962年11月23日出

生于首都加拉加斯市的一个工
人阶级聚居区，从政前担任过学
生运动领袖和加拉加斯地铁公
司工会领袖。

1994 年，马杜罗结识查韦
斯，1998 年加入“第五共和国运
动”，并在同年查韦斯首次总统
竞选活动中担任助手。查韦斯
成功当选后，1999年马杜罗作为
制宪大会成员参与起草新宪
法。2000 年马杜罗当选全国代
表大会（议会）成员，2005年1月
当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006
年8月，马杜罗担任委内瑞拉外
交部长。

2012 年 10 月，查韦斯在成
功连任总统后任命马杜罗为副
总统。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去
世，马杜罗任代总统。同年4月
14日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马
杜罗以微弱优势战胜反对党联
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任期至
2019年1月。

马杜罗当选后至今执政的5
年多时间里，遭遇了西方国家发
起的“经济战”、反对党联盟组织
的大规模暴力示威，以及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美国以委国内人权
和民主问题为由对委实施的经
济和金融制裁。

马杜罗在此次竞选活动中
承诺连任后将一如既往地增加
社会投资，加大对人民生活的直
接补助，恢复国内生产和经济。
（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20日电）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
会20日晚宣布，执政党统一
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现任总统
马杜罗再次当选委内瑞拉总
统，将继续执政到2025年。

分析人士认为，马杜罗胜
选后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
挑战，委政府应淡化对立与斗
争，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
活作为首要任务。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
卢塞纳当天宣布，对92％选票的统计
结果显示，现任总统马杜罗获得582
万余张选票，进步前哨党主席亨利·法
尔孔获得182万余张选票，宗教领袖
和企业家哈维尔·贝尔图奇获得92万
余张选票，人民政治团结89党创始人、
工程师雷纳尔多·基哈达获得3万余张
选票。此次大选投票率为46.01％。

马杜罗在胜选后发表讲话说，这是
民主的胜利，也是委内瑞拉人民的胜
利。他希望邀请所有反对党领导人进
行对话，共同促进国家和平稳定与经济
繁荣。分析人士指出，马杜罗此次以较
大优势获胜，基本符合各方预期。

在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巴伦西
亚，现年49岁的卡洛斯·林科内斯说：

“我饿着肚子，没有工作，但我还是选
马杜罗。”林科内斯指责当地右翼企业
主故意囤积食品，致使物价飙升。

56岁的教师路易莎·马克斯支持
反对党，但决定不响应弃票号召。她
说：“就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马杜罗胜
选，反对党没有提出任何方案，所以我
要来投票。”

此次大选的投票率虽然明显低于
2013年大选的79.69％，但仍高于多
数拉美国家大选的历史平均投票率。

连任毫无悬念

得票数位居第二的法尔孔在选
举结果揭晓前几分钟公开表示，他
将不承认选举结果。反对党联盟为
抵制总统选举而成立的“委内瑞拉
自由广泛阵线”也拒绝承认选举的
合法性。

对此，马杜罗要求选举机构对所
有选票进行审计并调查反对党提出
的有关选举“非法”的指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日在社交
媒体上称委内瑞拉的选举是“骗
局”。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随后也表
示，美国不会承认大选结果，并正积
极考虑对委石油业进行制裁。

对此马杜罗回应称，美国阻止委
举行选举的阴谋没有成功，委内瑞拉
人民绝对不会向美国屈服。

美国政府此前多次要求委内瑞拉

取消20日举行的总统大选，还联合欧
盟和由美洲14国组成的“利马集团”一
起抵制委总统大选。自去年以来，美
国以“民主和人权”问题为由不断扩大
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舆论普遍认为，马杜罗连任后，
以美国为首的“反委联盟”或会陆续
推出针对委政府的制裁措施，进一步
打击委内瑞拉的经济。

国际压力不小

欧盟委员会上周末提议
重启一项尘封多年的反制裁
条例并计划采取其他多项措
施，以保护欧洲企业免受美国
对伊朗制裁的影响。根据该
条例，欧洲公司无须遵守美国
制裁规定，还可通过反诉讼以
补偿损失。

伊朗方面日前说，应伊方
要求，伊方定于25日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与美方以外的
伊核协议其他缔约方会商协
议前景。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以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欧盟高
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会议将
讨论给伊核协议加入新内容，
以满足美方要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
拉姆·卡西姆否认报道中“加
入新内容”一说，说议题“将只
涉及”伊朗与美国以外缔约方
之间与伊核协议相关事项。

另外，3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欧盟人士同样告诉路透社
记者，会议将只讨论伊核协议
的落实情况。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一个想挽救伊核协议 一个劝盟友支持“退群”

伊朗、美国分别向欧洲

新闻人物

伊朗外交部长贾
瓦德·扎里夫20日敦
促欧洲国家不要光“喊
口号”，而应扩大对伊
投资，以实际行动挽救
伊朗核计划协议。

一名美国国务院
官员同一天说，希望以
美欧之间“共同利益”
为契合点，说服欧洲盟
友支持美方在伊核协
议上“退群”的立场。

扎里夫2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会晤欧洲联盟气候行动和能源委员米
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

扎里夫说，美国退出协议后，“当
前环境下，仅有支持这份协议的政治
意愿不够，欧盟需要拿出更多实际行
动，增加对伊朗投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月8
日宣布将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
制裁。伊朗方面警告，如果核协议无
法继续执行，伊方也会退出，将恢复铀
浓缩活动。

欧盟以及英国、法国和德国试图挽
救这一协议。但是，面临美方制裁风险，
一些欧洲企业已经宣布，不得不中止与
伊方的生意往来。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
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阿里·
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对欧洲国家是否能
坚定落实核协议提出质疑：“欧洲当局
发出的言论相互矛盾，令人生疑。”

卡涅特重申，欧盟方面支持保留
伊核协议，“我们的信息非常明确，即
这是有效果的协议”。

他同时回应伊方质疑，声称欧盟
方面“完全承认”先前所作承诺；另外，
欧盟需要尽快兑现与伊朗保持石油贸
易的承诺，将考虑以欧元结算，绕开美
国金融系统。

路透社20日以美国国务院一名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方希望，美欧
之间“近几个月来出现的重要共同利
益”能为双方“打下继续携手推进的
基础”。

这名官员说，美方希望欧盟方面
关注“核心事项”，即“伊方在核和弹道
导弹计划、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等方面
一系列恶意行为”。

美方指认伊朗在中东插手叙利亚
和也门内战、扶植势力、扩张影响力、
破坏地区稳定，要求把上述内容与弹
道导弹研发、核计划“打包处理”。

美国国务院政策主任布赖恩·胡
克18日说，外界“夸大”了美国与欧洲
盟友之间的分歧，“双方共同的价值观
和应对共同挑战的决心”将超越对伊
核协议的歧见。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定于美国
东部时间21日发表首次重大外交政策
讲话。胡克18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说，
蓬佩奥将为“构建新的安全架构，达成
更好的安全框架协议”提出一份路线
图，以应对来自伊朗的“全部威胁”。

胡克说，制裁迫使伊朗2015年与
国际社会达成现有伊核协议，美方这次
将对伊朗施加“全部必要压力”，以期达
成能化解美方各种关切的新框架协议。

然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
斯克16日说，欧洲已经“丢掉（对美国
的）所有幻想”。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
副主管苏珊娜·马洛尼推断：“怎么描
述欧洲人（对美方）的愤恨都不过分。”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20日抵
达阿根廷参加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
时，呼吁其他各方捍卫伊核协议。“放
弃伊核协议意味对伊朗核武器的疑问
将陷入完全不确定状态，”马斯说，“这
不仅事关伊朗，而且事关我们自己的
安全利益，事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

美国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专家
罗伯特·艾因霍恩推断，美方对伊核新
协议的期望将化为泡影，因为美方试
图以制裁迫使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
前，“但新制裁不会再像2012年制裁
那样有杀伤力”。

按照这名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的解
释，协议其他各方“强烈反对”美方退出
协议，而且将“无视”并“绕开”美方制裁。

美国前政府官员、卡内基国际和平
研究院研究员杰克·沙利文说：“我们越是
想让欧洲人知道‘你不得不听我们的’，欧
洲人越是会说‘我们总能找到对策’。”

艾因霍恩认定，“达成一份更广
泛、更理想的协议是白日做梦”。

韩国总统文在寅21日启程访美，定于22日
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讨论朝鲜半岛无
核化等议题。

韩方官员说，希望韩美首脑会晤发挥“桥梁”
作用，推动实现美朝领导人会晤。

会谈采取一对一形式

根据日程安排，文在寅21日下午从位于京畿
道城南市的首尔机场启程赴美，22日上午与美国
政府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主要官员会面，当天
中午与特朗普单独会谈，随后举行由两国官员出
席的扩大会谈并共进午餐，24日凌晨回国。

这是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以来第三次访美，
同时是他与特朗普的第五次会晤。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官员说，文在寅与特朗普的会谈采取一对一
形式，即只有他们两人和翻译在场。

为美朝领导人会晤架“桥梁”

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和特朗普预计集中讨论
朝鲜半岛无核化路线图，在美方坚持的朝鲜“完
全、可验证、不可逆”弃核与朝方主张的半岛无核
化采取“阶段性、同步”措施之间寻找契合点。

另外，鉴于朝方近期对韩美联合空战演练表
达不满、警告取消朝美领导人会晤，文在寅与特朗
普将讨论如何化解局面；文在寅还将与特朗普讨
论美朝领导人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副主任南官杓18日
说：“由于韩美首脑会晤比美朝领导人会晤早三个
星期，我们希望即将到来的韩美首脑会晤能（在美
朝之间）扮演桥梁角色，推动美朝领导人会晤成功
举行。”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拟6月
12日在新加坡会晤。

会谈两天前紧急通话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韩方考虑在文在寅回国
后与金正恩经由首脑热线沟通访美结果。

文在寅与特朗普20日通电话大约20分钟，
就朝方近期表态和行动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密切
协调，推动实现美朝领导人会晤。

美国白宫说，特朗普说期待22日与文在寅
在华盛顿继续交谈。

分析人士告诉韩联社，文在寅和特朗普在举
行韩美首脑会谈两天前紧急通话，缘于双方认定
朝鲜对韩美加大谴责力度“事态严重”，需加强
合作。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文在寅启程访美
商讨美朝领导人会晤

这张美国航天局的视频截图显示，5月21
日，“天鹅座”飞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
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美国航天局21日发布消息，美国轨道ATK
公司当天发射了“天鹅座”飞船，第九次执行国际
空间站货运任务。 新华社/美联

美“天鹅座”飞船
第九次向国际空间站送货

马来西亚新内阁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吉隆坡5月21日电（记者林昊 刘

彤）马来西亚新内阁21日在首都吉隆坡国家皇宫
宣誓就职。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和已经就职的
总理马哈蒂尔出席仪式。

本次宣誓就职的内阁成员共有13人，涉及
14个职位，部分职位较上一届政府有所调整。
万·阿齐扎成为马来西亚的首位女性副总理并兼
任妇女和家庭发展部长，她的丈夫是不久前刚刚
获释的前副总理安瓦尔。

在赢得大选后，马哈蒂尔已经先期宣布了财
政部长林冠英、内政部长毛希丁·亚辛和国防部长
穆罕默德·萨布的任命。但马哈蒂尔暂时没有任
命外交部长。

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阵营希望联盟在本月
9日举行的大选中赢得国会下议院过半数席位，
获得组建新政府的资格。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
10日晚宣誓就职总理。

伊朗要“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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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打“利益牌” 欧洲丢掉“幻想” 多方会商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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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右）日前会见欧盟气候行动与
能源委员卡涅特。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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