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2日结束，美国以外的6个成员国一致表达对美方加征钢铝关税的“关切
和失望”，寄希望于下周G7领导人峰会催生“决定性行动”。

北约不介入

斯托尔滕贝格告诉德国《明镜》周
刊，一旦以色列遭遇来自伊朗的打击，
北约不会向以方提供帮助。

他说，以色列是北约伙伴，但不是
北约成员国，不适用共同防御条款。
北约从来没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那
不是北约的使命。

斯托尔滕贝格这番话的背景是，
以色列和伊朗局势近期持续紧张。上
月10日，以色列向叙利亚境内“伊朗
目标”发射导弹，目标数量达到“数十
个”。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是伊朗与
以色列之间迄今最严重武装冲突，也
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
列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的最大规模军事
打击。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接受德国媒体《汉诺威汇报》
采访时推断：“中东即将进入大动荡。”

自5月上旬以色列军方大规模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朗目标”以来，以色列和伊朗局势持续紧
张。外界担心，战争可能爆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日表示，他即将访问欧洲并与德法英三
国领导人讨论如何继续“阻止伊朗核计划”。他还说，“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的扩
张”也将是他与三国领导人会晤的重点，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接受一家德国媒体采访时亮明态度：一旦以伊
战争爆发，北约不会向以色列提供帮助。

卡塔尔“不好战”

卡塔尔国防大臣阿提亚3日
说，卡塔尔与伊朗“有许多不同”，
不意味着卡方将“卷入或煽动”地
区战争。

“呼吁美国或以色列与伊朗
作战明智吗？”他发问。“无论某个
第三方试图煽动战争，或是某些
地区国家对伊朗开战，都会非常
危险。”

阿提亚没有说明“第三方”指
哪一方。美联社推测，那可能指
代沙特阿拉伯。这一中东国家既
是伊朗的地区“宿敌”，也处于与
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的状态。

当媒体记者问卡方是否会
允许他方利用美军设在卡塔尔
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向伊朗发动
空袭，阿提亚回答，卡塔尔“不是
好战国家”。

叙利亚驳“谣言”

按照以方的说法，以色列5月10日打击
叙利亚境内伊朗设施，是为报复伊朗驻叙部
队当天向戈兰高地以军据点发射数十枚火
箭弹。

叙利亚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利姆2日说，
以色列夸大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叙境内
没有伊朗作战部队或军事基地，只有军事顾问。

伊朗与以色列是宿敌，后者坚决反对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同时认定伊朗在中东地
区扩张势力，尤其支持黎巴嫩境内武装、支
持叙利亚政府威胁以色列安全，强调不能容
忍伊朗把叙利亚变成对付以色列的前沿阵
地。伊朗则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
地位，官方语境中以色列通常由“犹太复国
主义者”指代。

就以方担忧，穆阿利姆说“伊朗在叙利
亚的存在合法，是应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
列散播的信息都是谎言。”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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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渤海银行海口分行办公楼技防工程及IT工程。招标

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华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地点：海口市

国瑞城s5写字楼裙楼。

建设规模：约5781.98m2。计划工期：75日历天。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项目分为两个标段，一标段为技防工程，二标段为IT工程，具体资格要

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招标文件的获取：于 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6月8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海口市海府一横路美舍大厦501室持单位介

绍信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

联系方式：庞先生 电话：0898-65379105

1、项目概况：综合楼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48号，地面
建筑总面积13824.3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2256.46平方米，
分摊面积1567.93平方米，地面总层数16层，不含地下停车场。
第1-3层商务综合、第4-12层大小客房139间、第14楼会议室、
第13、15、16层大小房间49间不带卫生间。

2、出租人按标的现状招租，意向承租人报名即接受现状，特
请意向承租人注意风险防范，谨慎抉择。

3、租赁期限：7年或15年，由招租人评审报价后确定。
4、竞租保证金：报名参与竞租需缴纳保证金100万元，竞

租文件提交截止日到达指定账户。竞租保证金在确定为承租
人后转为履约保证金。如未竞得，竞租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无
息退还。

5、租金采用预付方式，每半年预付一次。
6、确认为承租人后30日内按出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文本签

订合同，否则视为违约，没收竞租保证金。
7、对意向承租人应为境内合法的独立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

不低于五百万元。意向承租人2013年1月1日至今应具有连续
经营3年（含）以上实际酒店管理案例相关业绩。

8、有意向的承租人请在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20持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和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
公章，到招租人处领取《中海油管道燃料化学(海南)有限公司综合
楼整体招租文件》，原件核验后当场退还。

9、招租人：中海油管道燃料化学(海南)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观海路98号中海石油会馆
联系人：蒙明浩
联系电话：0898-68523176

中海油管道燃料化学(海南)有限公司综合楼整体招租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5HN0045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玉沙路海岸金城三层1号及一层
1号商铺分别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分别为586.17平方米
和155.56平方米，租期5年，挂牌底价分别为696370元/年和
478236元/年。公告期：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19日。
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海南产权交
易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
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4日

公开选取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为顺利开展万宁市山根镇南坡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

标的事宜，我单位拟对该项目的工程施工招标进行公开选取招投
标代理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建设规模334.24亩，总预算投资470.44万元。
二、项目工程内容：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和其他工程。
三、代理范围：项目工程施工招标代理。
四、招标单位：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五、招标代理人资格：1、具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或乙级

以上资质；2、具备招标代理机构必须的专业技术人员及人数；3、
在招标工作中，市场行为规范、社会信用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六、报名携带资料（提供原件核验，复印件一份并盖单位公章）：
1、组织机构代码证；2、税务登记证；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资质证书；5、公司简介及公司业绩；6、法人证明及委托书；7、
收费标准（或收费承诺）；8、代理人身份证明及其他有关证件。

七、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2018年6月4日至8日，上
午8：00—11：30，下午3：00—5：00（节假日除外）。地 点：万宁
市望海大道国土局7楼。联系人：林先生，13807537475。

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2018年6月4日

公开选取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为顺利开展万宁市山根镇后沟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

标的事宜，我单位拟对该项目的工程施工招标进行公开选取招投
标代理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建设规模1106亩，总预算投资368.8万元。
二、项目工程内容：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和其他工程。
三、代理范围：项目工程施工招标代理。
四、招标单位：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五、招标代理人资格：1、具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或乙级

以上资质；2、具备招标代理机构必须的专业技术人员及人数；3、
在招标工作中，市场行为规范、社会信用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六、报名携带资料（提供原件核验，复印件一份并盖单位公章）：
1、组织机构代码证；2、税务登记证；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资质证书；5、公司简介及公司业绩；6、法人证明及委托书；7、
收费标准（或收费承诺）；8、代理人身份证明及其他有关证件。

七、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2018年6月4日至8日，上
午8：00—11：30，下午3：00—5：00（节假日除外）。地 点：万宁
市望海大道国土局7楼。联系人：林先生，13807537475。

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2018年6月4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园一卡通。

三、资质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

的工商营业执照（具有所投标项目的经营资格），并提供营业执

照副本，如供应商未完成三证合一，需同时提供加盖公章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副本。

（二）具有履行本项目所需的人员、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

业、整顿、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处于可能影响其中标后履约

能力的任何其他状态；

（四）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近五年内

未与农行系统发生过诉讼争议；

（五）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农业银行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

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六）公司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

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

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苏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本公司为输变电工程公司，现因业务拓展需要，诚聘业内精英加
盟。招聘职位：1、技术总监1名：底薪2万元，奖金面议，有20年以上
的电力行业管理经验，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工程的设计施工，有二
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证书。2、业务员5名：有电力工程相关业务经验
者优先。3、招投标专员2名：10年以上招投标工作经验，熟悉投标文
件及竣工资料编制，熟悉输变电各类资质证书升级、延期，人员证书注
册、延期等工作流程，月薪5千元-1万元，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
证书者优先。4、电力工程设计人员5名：性别不限，熟悉电气专业知
识，有从事输变电工程设计5年以上经验，熟练使用CAD，天正等相
关绘图软件，月薪5千元-1万元。5、预结算人员1名：性别不限，有
10 年以上相关经验，有造价员或造价师资格证书，能熟练运用
CAD、广联达等应用软件，熟知预决算工作流程，责任心强，有较强
的沟通协调能力，熟悉电力安装及市政、土建工程定额,月薪5千
元-1万元。电话：13976683223 袁，15120793209 刘，68537988，
E-mail:hainanmaidi@vip.163.com 地址：海口市世贸中心F座702室

海南迈迪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诚聘英才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2017年
向美国出口的钢铝产品金额合计
23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进口钢铝
产品总金额 480亿美元的几乎一
半。对美方加征钢铝关税，这3个
经济体已发布回应举措。

一份清单显示，欧盟可能对一系
列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哈雷－戴
维森牌摩托车、波旁威士忌酒和香烟。

加拿大定于7月1日开始对一系
列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包括部
分钢铝产品和酸奶、威士忌、咖啡等消

费品。墨西哥打算对美国扁钢、猪肉、
苹果、葡萄和奶酪等产品征税。

2日财长会落幕后，法国经济
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告诉媒
体记者：“还有几天时间采取必要
举措，防止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战……球在美方场地，由美国政府
（选择是否）作正确决定，以缓和形
势、减轻困难。”

他强调，美方须在“几天”内、而
非“几周”内作出决定。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G7财长会变G6+1 美方加征钢铝关税遭“围攻”

6国一致向美表达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

G7成员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过去3
天在加拿大惠斯勒镇开会，主要议题之一
是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和
铝产品征收高关税。美方钢铝关税已全面
生效，对象包括6个G7成员国。

财长会2日落幕之际，没有发表7国联
合声明。东道主加拿大发布的财长会总结
说，6国财长认定“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
朋友和盟友所征关税破坏开放贸易和对全
球经济的信心”，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
姆努钦转达他们“一致的关切和失望”。

总结说，7国财长同意，下周G7峰会
应当继续讨论贸易议题，“那场峰会上，必
要采取决定性行动”。

G7成员国领导人定于下周在加拿大
魁北克省聚首。

以总理：访欧旨在“阻止伊朗核计划”

担心以伊开战 三方给以色列败火

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开始对钢
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
关税，一度暂时豁免欧洲联盟、加拿
大、墨西哥等经济体。

美国4月底延长欧盟、加拿大
和墨西哥的豁免期“最后30天”。
由于“磋商没有足够进展”，美方6
月1日开始对这3个经济体征收高

关税。
消息人士说，2日闭门会上，6

国财长向姆努钦表达对美方关税不
满，姆努钦倾听、很少发言，说下周
G7峰会可以继续讨论。

财长会落幕后，加拿大财政部
长比尔·莫诺在记者会上说，6国始
终认为，美方加征钢铝关税具有“破

坏性”。“我期待这种观点传递到（七
国集团）领导人圆桌会上，由他们作
类似讨论。”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
夫·朔尔茨告诉媒体记者，就欧洲与
美国的关系而言，美方关税是“非常
严重的问题”。

姆努钦召开记者会，说他已经

转达6国财长的部分表述，特朗普
将与其他G7成员国领导人讨论贸
易。姆努钦说，他与6国财长的贸
易观点不一致；特朗普的重点是调
整美国的贸易关系，以求达到“平
衡”。他认为，“美国一点也没有放
弃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实际）恰恰
相反”。

没有发表7国联合声明

关切和失望

寄望七国领导人圆桌会上磋商

法财长警告欧盟与美国贸易战临近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6月2日电 芬兰研究人
员最新发现，一种耐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
鲍曼不动杆菌能通过微小的“手指”结构附着在塑
料医疗器械上。这一发现将有助于医疗机构采取
措施阻止它传播。

与医院和医疗器械相关的感染已构成世界范围
内的重大卫生保健问题。该研究小组利用X射线
晶体学手段，在鲍曼不动杆菌表面的ACU菌毛上
发现了三个手指状的结构。这些“手指”能够紧密
附着在医疗器械和工具中广泛使用的疏水性塑料
上，使病菌“安家落户”形成生物膜。ACU菌毛是
一种毛发状蛋白质结构，存在于很多病原菌表面。

最新研究发现
一种“超级细菌”传播的秘密

近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基地进行空袭，至少发射超
过40枚导弹，导致伊朗导弹军事基地损失惨重。 新华社发

6月2日，波兰凯尔采市市长沃伊切赫·卢巴
夫斯基（右一）为获得冠军的中国北京服装学院学
生陈静（右二）颁奖。

第20届波兰凯尔采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
2日晚落下帷幕，中国北京服装学院学生陈静凭
借作品《阴和阳》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中国学生荣获
波兰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冠军

日前，在德国汉堡，塔吊将一个中欧班列集装
箱放置在一辆卡车上。

汉堡是中欧班列在德国的一处重要枢纽。中
欧班列凭借“更加快捷、有效和可靠”的运输服务
在中欧物流货运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新华社发

中欧班列在汉堡

B

C

A 6月3日，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东南部，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廷格尔与家属通话。

当日，结束国际空间站驻站任务的3名宇航
员搭乘“联盟MS-07”飞船成功在哈萨克斯坦境
内着陆。 新华社/美联

国际空间站3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