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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会晤
原因：朝鲜近期表示出“公开敌意”

广告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白马村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白马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于2018年5

月24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
会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瑞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8年 5月 25日-2018年 5月 29

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投诉。
电话0898-66818882。

招 标 人：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
招标代理：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
区）工程防雷检测报价的公告信息

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区）工程

位于海文高速西南侧、灵山中学东南侧，总建筑面积约14.69万m2

（共分为三个施工标段，共91栋），总投资约为4.25亿元，现需向社会

公开引进防雷检测单位，内容为项目有关雷电防护措施（避雷带、引

下线、建筑物天面的金属构件等电位联结、配电系统的防雷设施）进

行施工指导、分段检测及竣工检测等，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报至我司工程部。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黄工，65392230。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区）项目生
活区中水处理设备报价的登报信息
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区）工程

位于海文高速西南侧、灵山中学东南侧，总建筑面积约14.69万m2

（共分为三个施工标段，共91栋），总投资约为4.25亿元，现需向社会

公开引进项目生活区中水处理设备单位，内容为项目有关需要在工

人生活区建设两个日处理量50吨一体化中水处理设备（达到直接排

放标准）等，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

报至我司工程部。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黄工，65392230。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的公告
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机械厂和市塑料厂4宗国有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五府函[2015]46
号），现将以下土地证予以注销，自本公告之日起，该土地证不再
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24日

序号

1

2

土地证号
五国用（2004）
第03号

五国用（2004）
第02号

权利人
五指山市
机械厂

五指山市
机械厂

面积
28754.83
平方米

34644.68
平方米

不动产坐落
五指山市河北西区
原塑料厂

五指山市河北西区
原五指山市机械厂

备注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 [2018]14号

海 南 标 源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200MA5RH0YR0U，法定代表人：陈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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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二稽检通一〔2018〕20
号）和《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通〔2018〕16号）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即日起对你公司
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
日内向我局提供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
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联系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898-66790537）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25日

作废声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处原印章因久用

磨损、模糊。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8年5月24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海口林安智慧物流商城（二期）专业市场
33-40栋项目方案变更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主体：海口国家高新区
2、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8年5月25日至6月4日）
3、该图仅为示意图，以最后审批为准；
4、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建设项

目现场。
5、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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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

注销公告
经原海南省国土海洋环境资源厅和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批准，已解除海南恒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榕树旅游
娱乐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注销昌国用（1993）壹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无偿收回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因该公
司至今尚未向我局提出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也未将《国有土地
使用证》交给我局，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九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八条等相关规定，现公告注销昌国
用（1993）壹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自公告之日起，昌国用
（1993）壹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土地权利全部注销，该公
司持有的昌国用（1993）壹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作废，本公告
内容一经发布，视为已通知当事人。

昌江黎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8年5月23日

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者刘
晨 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说，因
近期朝鲜表示出的“公开敌意”，他决定取
消原定于6月中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布了一封特朗普

致金正恩的公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
他十分期待与金正恩的会面，但朝方在
近日展现出“极大怒气与公开敌意”，
他认为当前已不适合举行这次计划已
久的会晤。

特朗普还说，他认为朝方此次“错失

良机”，但仍期待未来能与金正恩会面。
他感到自己与金正恩已建立起良好的对
话，而最终真正起作用的仍将是对话。

5月10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推特
宣布，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
新加坡举行。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于
25日在欧盟全体成员国正式生效。
这被广泛认为是欧盟有史以来最为严
格的网络数据管理法规。

这项被广泛认为是欧盟有史以来
最为严格的网络数据管理法规，在生
效之前，就早已“威震四方”。

罚得狠
条例规定，对未采取技术或管理

措施来避免、降低隐私侵权损害风险
的互联网公司，最高可罚款1000万欧
元或全球营业额的2％（以较高者为
准）；对违反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基本
原则以及没有保障数据主体权利的互
联网公司，最高可罚款2000万欧元或
全球营业额的4％（以较高者为准）。
对于跨国网络巨头而言，一旦在欧盟
违规，很可能将面临“天价”处罚。

也就是说，企业只要是处理或者
留存了用户数据，哪怕只是电子邮件
地址这样看似并不特别敏感的信息，
哪怕其从事的业务并非狭隘上的互联
网服务，但因为也涉及了用户数据，所
以也在新条例管辖范围之内。

管得宽
这一新条例赋予了欧盟域外管辖

权。具体而言，该条例不仅管辖注册
地或总部在欧盟内的企业，也完全可
能管辖“地理上”位于欧盟外的企业：
根据其规定，只要企业向欧盟内的用
户提供产品、服务，或持有、处理欧盟
内用户的数据，都在管辖范围之内。

比如，对于脸书、推特这样的美
国社交网络公司，由于它们在欧盟内
有大批用户，那么至少在保存、处理
欧盟用户数据时，必须符合这一条例
的规定。

分得细
纳入新规保护范围的用户数据种

类全面细致。除了姓名、地址、证件号
码、网络IP地址等通常意义上的个人
信息，以及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数
据、医疗记录等十分隐私的个人信息，
新规还涵盖了例如用户的种族、宗教
信仰甚至性取向等多方面信息。

此外，新规还确立了被遗忘权、删
除权、可携带权等一系列用户权利。

近几个月，脸书公司因为被揭发
在用户数据大规模泄露之后长时间隐
瞒不报，遭到广泛批评。而在欧盟新
规下，企业一旦发现用户数据泄露，必
须在72小时内向监管机构报告。

在明确赋予用户权利、大幅强化
企业责任之外，这一条例还规范了监
管安排机制。在欧盟层面，增设欧洲
数据保护理事会这一新机构；在欧盟
成员国层面，各国数据监管机构的检
查、执法、处罚以及司法机制安排也得
到了明确界定。

对于用户而言，欧盟新规还允许
他们有权要求监管机构在规定时限内
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如数据监管机
构调查不力，用户则有权向法院提起
诉讼，以更好地保护用户权利。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24日电）

欧盟数据保护新规今日生效

“最严”数据保护条例“严”在何处？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23日在
总统府任命朱塞佩·孔特为新一届
政府总理，并委任他尝试组阁。这
意味着今年意大利议会选举后近
80天的组阁僵局获得突破。

这名没有从政经验的法学教
授，将如何带领背负沉重债务、面
临移民和就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
意大利向前走？

意大利总统任命新政府总理

孔特：被推到台前的法学教授

自3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以来，各党
派一直陷于组阁僵局。21日晚，牵头
组阁的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和民粹主义
政党五星运动提名孔特为总理人选。

孔特1964年出生于意大利南
部普利亚区的沃尔图拉拉－阿普拉

村，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市政秘
书。1988年，他以优异成绩从罗马
大学法律系毕业。此后，他又在美
国耶鲁大学等校进修学习。

出任总理前，孔特在意大利佛罗伦
萨大学和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任

教。他在罗马还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
孔特1998年曾在意大利前总

理普罗迪的政府中担任政府改革民
法典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担任过一
些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以及意大
利银行的金融仲裁员。

在议会选举前，孔特谈及自己
可能成为公共行政管理部部长时表
示，为废除“无用的法律”，必须对所
有规范进行审查。他要求简化“繁
琐”的监管框架，重组和简化政府机
构，制定相应的反腐败规则。

作为总理，孔特将领导的是一
个寻求减税、增加福利支出和改革

退休金制度的执政联盟，他肩上的
担子不轻。据估算，要实现这些目
标可能会使意大利政府财政赤字增
加110亿至125亿欧元。

舆论认为，孔特将面临非常困
难的境地，因为他很难兑现执政联
盟的相关承诺。而且，缺乏政治根
基的他能否有效驾驭执政联盟也有

待观察。
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均有明显的民

粹主义和反建制色彩。前者2009年
创建，迎合草根阶层诉求，反对自由贸
易，抨击金融体系；后者1991年创建，
以“疑欧”立场著称，认为欧元是“有缺
陷的货币”，并宣称对移民“零容忍”。

（据新华社罗马5月23日电）

这张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网发布的照片显
示，5月23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出席会议时讲话。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3日敦促欧盟相关
国家继续维护伊核协议。 新华社/美联

伊朗最高领袖敦促欧盟
继续维护伊核协议

新华社洛美5月24日电（记者肖玖阳）瓦加
杜古消息：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阿尔法·巴里24
日在首都瓦加杜古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政府声
明，宣布从即日起，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绝“外
交关系”。

声明说，“断交”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布基
纳法索与布基纳法索人民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更好
地促进布基纳法索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布基纳法索外交部宣布
与台湾“断交”

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
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
的律师23日说，库什纳已取得白宫永久性安全许
可。这意味着库什纳在其临时安全许可遭暂停
后，重新获取调阅白宫最高机密信息的权限。

库什纳去年初被特朗普任命为总统高级顾
问，随后凭临时安全许可处理公务。与此同时，联
邦调查局对他展开背景审查以确定他是否具备获
得永久性安全许可的资格。

不过，库什纳的背景审查迟迟没有完成。今
年2月，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颁布一项内部
整顿措施，暂停白宫所有临时安全许可，库什纳的
权限也未能幸免。

库什纳现年37岁，2009年与特朗普长女伊
万卡结婚。作为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参与美内
政及外交事务工作。

美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
获取白宫永久性安全许可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记者刘晨 朱
东阳）美国国务院23日说，作为对此前委内瑞拉
驱逐两名美国外交官的对等回应，美方宣布两名
委驻美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在48
小时内离开美国。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当晚发布的一份声
明中说，作为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不公正外交
行动”的回应，美国已宣布委驻美大使馆代办和委
驻休斯敦总领馆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
令其限时离境。声明同时说，被委方驱逐的美国
外交官行事规范，并无不当行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日宣布美国驻委使
馆代办托德·鲁滨逊和美国驻委使馆政治处负责
人布赖恩·纳兰霍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在
48小时内离开委内瑞拉。

美国宣布驱逐
两名委内瑞拉外交官

重任在肩

政坛新人

朝鲜确认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孔特被任命为意大利新总理。 新华社发

特
朗
普

新
华
社
发

在国际记者“见证”下，朝鲜24日正式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炸毁地下坑道和一些地面附属设施。按国际记者
已发消息，爆破持续数小时。朝鲜中央通讯社24日晚报道，朝鲜核武器研究所证实完全摧毁这处核试验场。

外界先前普遍认为，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是朝鲜政府为朝美领导人会晤设定积极基调。但据最新消
息，美国白宫24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取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定于6月12日
在新加坡的会晤。

切身感受

丰溪里核试验场是朝鲜已知的
唯一核试验设施，朝鲜6次核试验全
部在那里完成。据报道，废弃程序主
要是炸毁3条地下坑道以及地面附
属设施。

韩国记者发回的消息说，朝方当
地时间11时引爆一条地下坑道，14
时爆破另外两条坑道。那以后，朝方
炸毁了警备部队营房和其他地面附
属设施。爆炸至当地时间16时 17
分结束。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记者汤姆·切
希尔在这家媒体的官方网站留言：

“巨大爆炸，感受得到。尘土向你飞
来，热浪朝你袭来。非常响。”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
韩国的10家媒体记者组成的国际记
者团现场采访了爆破拆除活动。

丰溪里核试验场在朝鲜称北部
核试验场，坐落于东北部咸镜北道深
山。法新社记者没有受邀赴现场报
道。但这家媒体报道，为抵达目的地，
国际记者团成员乘火车，换乘大客车，
最后步行，耗时大约14个小时。

美联社报道，邀请国际媒体，尤

其是外国电视记者，说明朝方想让世
界关注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废弃仪
式。韩联社报道，无法确认金正恩是
否赴现场观看废弃仪式。

朝方确认

24日晚，朝中社援引朝鲜核武
器研究所的声明报道，这一研究所
24日举行仪式，确认完全摧毁北部
核试验场。

声明说，废弃程序包括以爆破方
式使核试验场所有坑道坍塌，封闭所
有坑道入口，同时爆破一些观测设备

和警备设施。“已经证实，没有放射性
物质泄漏，也没有对周围生态环境构
成不利影响。”后续将拆除地面所有
观测设备、研究所和警备部队建筑，
还将撤走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最后
完全封锁核试验场周边区域。

朝中社报道，炸毁前，两条地下
坑道可随时准备投入“非常强大”的
地下核试验。

褒贬不一

朝方这次没有邀请外国核专家见
证废弃活动令一些人生疑。一些持怀

疑态度的人说，丰溪里核试验场经历6
次核试验，继续使用的可能性原本不
大。另外，不清楚朝方这次关闭丰溪
里核试验场的过程是否为“不可逆”。
如果朝方需要，可能会快速重建。

但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朝方不设
任何先决条件、不要求美方予以回报
地废弃核试验场，说明朝鲜政府严肃
对待无核化进程。

韩国东国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高
宇焕说，废弃仪式“不可遭贬低为媒
体噱头”，“重要的是朝鲜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无核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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