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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退群”并对伊制裁
令局势复杂

2015 年 7 月，伊朗与伊核
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
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同时
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国
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实施的制
裁措施。

今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并重启对伊制裁。

伊 朗 方 面 表 示 ，将 暂 时
留在伊核协议中并将与协议
其他各方磋商，但如果协议
规定的伊朗所应得利益不能
得到维护，伊朗原子能组织
将重启“任何水平”的铀浓缩
活动。

中国、俄罗斯、英国、法
国、德国与伊朗代表 5 月 25 日
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会议，
讨论美国退出全面协议的影
响以及有关协议执行的下一
步方略。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世界新闻 2018年6月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毕军 美编：杨薇B03 综合

广告

华盛·中央公园国际公寓设计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华盛·中央公园国际公寓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起步区

1702号地块，项目于2016年1月11日经我委批建，批建2幢3～32/
2层住宅楼及配套商业。因结构需要，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地上、地
下停车位，地下停车位由829辆调整为755辆，地上停车位由43辆调
整为117辆，项目总停车位仍为872辆不变。绿化优化调整，总绿化
面积不变。经审查，调整方案不涉及规划指标调整。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8年 6月 6日至 6月 20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
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
术审查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6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拥有的对海南绿太阳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本金3,2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从权利转
让给海南浚升实业有限公司。现将债权转让事项公告通知债务人、
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并要求债务人及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海南浚升实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8日

滨江海岸三期（一期）项目办理分期规划核实的公示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滨江海岸三期（一期）项目，位于海甸岛二东路

海甸溪北岸东侧，总用地面积为 313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51946.18平方米，由1#、2#住宅楼；3#、4#、5#产权式酒店；6#、7#商业
综合体楼组成。现已完成1#、2#住宅楼、4#、5#、产权式酒店的施工并
已具备规划竣工核实条件，为了确保按时交楼，我司拟申请滨江海岸

三期（一期）分两期办理规划核实，本次申请办理1#、2#、4#、5#楼规划
核实。我司承诺对未交楼区域做好施工围挡，保证交楼区不受施工影
响。敬告各位业主，如有疑异，请向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反馈意见，电
话：66275955。

特此公示
海南永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6月22日16时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位于屯昌县南坤镇南坤墟
（南坤农贸市场）二层楼房地产（房产证号：屯房权证屯字第
11981号）及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屯国用[2011]
第07-00002号）。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6月20日17时
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6月21日17时前到我公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电话：13876266829（吴先生）（0898）66532003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80622期）

海南亿隆纺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24079958；法定
代表人：韩朋书)：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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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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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国税三稽检通一〔2018〕1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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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李婵惠、林明月等人，自 2018 年 5月 15 日起对你
（单位）2015年 3月20日至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如检查发
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
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三稽通〔2018〕23号）主要内容：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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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8年6月5日
联系人：李婵惠、林明月；联系电话：66790563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3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三稽告[2018]3号

伊朗原子能机构已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伊朗昨启动
提高铀浓缩能力程序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4日说，已要求伊朗原子能机构就提高铀浓缩能力作准备。
伊朗原子能机构说，定于5日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伊朗当天启动提高铀浓缩能力的程序。

以色列总理游说欧洲，“力劝”德国、法国和英国改变现有立场

默克尔:不弃伊核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开始欧洲之行，“力劝”德国、法国和英国改变现有立场，放弃挽救伊朗核协议。同日，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命令，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立即提高铀浓缩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国家大多支持伊核协议，在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内塔尼亚胡在伊核协议上动摇欧洲立场

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围绕伊核协议废存的分歧，或加深美欧之间的矛盾。

德国谋求让伊朗
继续遵守协议

德国是内塔尼亚胡访欧之旅
的首站。4日，内塔尼亚胡与德国
总理默克尔会晤。双方在会后联
合记者会上都表示，伊朗在中东
地区的影响力对以色列安全构成
威胁。不过，默克尔重申德国立
场——不放弃伊核协议。

默克尔说，德国和以色列对
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的目标
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虽然美国宣布单方面退
出伊核协议，但德国会谋求让伊
朗继续遵守协议。

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正在发
展自己的核武器库，并正试图

“征服中东”，加强其在叙利亚等
地的军事力量。他呼吁对伊朗
加强经济制裁，削弱伊朗发展核
武器和在中东地区扩张的经济
基础。

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2日表
示，伊朗在叙利亚没有伊朗军事
存在，只有向叙利亚军队提供帮
助的伊朗军事顾问。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4日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天宣布，
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立即将铀浓缩
能力恢复到19万“分离功单位”。

A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欧洲，主要
有两大目的，一是试图游说德法英三
国领导人放弃挽救伊核协议；二是要
求欧洲遏制伊朗继续扩大在中东的影
响力，促使伊朗军事力量撤离叙利亚。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问题
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奥代德·埃兰认

为，内塔尼亚胡在伊核协议上“撼动”
欧洲立场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在限
制伊朗导弹研发、扩大中东影响力等
议题中，可能得到欧洲某种“承诺”。

在欧洲看来，伊核协议是一项历
史性成果，一旦废除，欧洲和中东安
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在没有更好

替代选项之前，欧洲不可能因为以色
列的“游说”而轻易打破底线。

可以预见，围绕伊核协议废存，
美欧之间矛盾或将加深。分析人士
认为，欧洲只有形成独立、统一、有效
的外交战略，才有可能打破僵局，与
美国在伊核问题上展开有效谈判。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由伊核问题
六国、伊朗和欧盟共同谈判达成，且
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
可，是多边主义重要成果。近三年实

践充分证明这一协议的有效性。
维护全面协议的完整性和严肃

性，有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及
中东和平稳定，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

解决其他热点问题也有示范意义。
希望有关国家从长远和大局出发，避
免妨碍伊核协议的执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在伊核、扩大中东影响力等议题中，以或得到欧洲某种“承诺”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多边主义重要成果，三年实践证明其有效

不妥协
“敌人永远不能阻止我们的核进展”

哈梅内伊发表电视讲话时说，
“那是他们的恶意‘梦想’，永远不会
实现。”

美国5月8日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重新启动因伊核协议而
豁免的对伊制裁。伊朗方面表示，
将暂时留在伊核协议内，前提是其
他协议签署方切实履行协议，保护
伊朗免受美国制裁影响。

哈梅内伊说，“我已经下令伊朗原
子能机构准备提高我们的（铀）浓缩能
力”，以应对其他核协议签署方可能出
现无法保障伊朗经济利益的情况。

签署伊核协议的欧洲国家正寻
求“挽救”伊核协议，但又担忧伊朗
发展弹道导弹技术并在中东地区强
化影响力，令伊方不满。

哈梅内伊说：“一些欧洲人在讨
论限制我们的防御性导弹项目，我
要告诉这些欧洲人，‘限制我们发展
导弹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梦’。”

做准备
“伊提高制备六氟化铀能力的程序”

哈梅内伊电视讲话后不久，
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贝赫鲁
兹·卡迈勒万迪告诉伊朗学生
通讯社，伊方将就启动提升铀
浓缩能力的程序通知国际原子
能机构。

他说：“在一封即将转交给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信中……伊朗将宣
布，提高制备UF6（六氟化铀）能力
的程序……定于5日开始。”

卡迈勒万迪说，伊方有能力加
速生产铀浓缩离心机。六氟化铀是
离心机分离铀同位素的供料。

伊朗 2015 年 7 月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
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严格限
制铀浓缩等活动，可制备的浓缩铀
丰度限制在3.67%以下，远低于武
器级浓缩铀需要达到的90%以上
丰度。伊核协议达成前，伊朗铀浓
缩丰度达到20%。

仍观望
“若协议无法维持伊朗有多个选项”

路透社报道，伊朗先前威胁重
新启动有争议的铀浓缩活动，哈梅
内伊的讲话似乎态度更加强硬。

美国退出后，欧洲方面一直试
图继续维持伊核协议。欧盟领导人
承诺尽力维持与伊朗的石油贸易和
对伊投资，但承认，真正做到不容
易。因为担心受到美国制裁，一些
西方企业已着手退出伊朗市场。

伊朗核协议除美国以外的签署
方代表5月2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举行会议，就维持伊核协议磋
商。伊朗方面当时说，如果对欧洲
方面所提举措不满意，伊方将召集
六方召开部长级会议，然后决定是
否继续留在协议内。

伊朗政府先前说，如果欧洲
方面无法维持协议，伊朗有多个
选项，包括将铀浓缩丰度恢复到
20%水平。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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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5日电（记者李保东）一
辆载有35名中国公民的旅游大巴车4日下午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普雷斯科特地区的高速公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事发时，车上共有37人，除1名
司机和1名导游是美国人外，其余34名游客和1
名领队均为中国公民。截至当地时间5日凌晨2
点，警方确认，车上中国公民1人死亡，1人生命垂
危，另有3人伤势较重。

据了解，出事旅行团来自北京一家旅行社，
负责地接的是一家美国旅游公司，游客主要来自
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

多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
可能因司机打瞌睡致使汽车失控，撞上路边隔离
石墙，大巴车头受损严重并已变形。车上游客有
的被飞石砸伤、有的被碎玻璃划伤，还有不少人
骨折，死者和重伤者都是坐在车右侧的。

加拿大发生交通事故
中国公民1死34伤

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4日电（记者安晓萌）俄
罗斯总统普京4日签署法律文件，反制美国等国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反制措施的形式包括终止或暂停与不友好国
家或机构的国际合作，禁止或限制与不友好国家
或机构进行产品和原料进出口贸易，禁止或限制
受这些国家管辖或控制的机构参与俄政府采购项
目和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等。

根据这项法律，俄罗斯政府可以出台各种相
应反制措施。新法律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美方先
前对俄罗斯多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导致两国
关系持续恶化。

普京签署针对美国等国
的反制裁法

据新华社巴黎6月5日电（记者韩冰）法国第
一大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4日宣布，迫于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压力，已启动暂停该集团旗下
的合资车企在伊朗市场开展业务的程序。据悉，
标致雪铁龙集团目前正在法国政府支持下，与美
方保持沟通，以争取获得美国政府豁免。

标致雪铁龙集团在4日的声明中强调，集团
在伊朗市场的业务额不到整个集团业务额的
1％，因此暂停在伊朗市场业务不会影响集团的
财务和经营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伊朗是标
致雪铁龙集团的重要海外市场之一。

标致雪铁龙集团宣布

迫于美国制裁压力
暂停在伊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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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新华社发

美方公布美朝领导人
会晤具体时间
暂定12日上午9时举行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4日电（记者刘晨 朱
东阳）美国白宫4日表示，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会晤
预计将于新加坡当地时间12日上午9时举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
透露了这一消息。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目前定于该时间
进行，但仍有可能作出调整。

桑德斯同时透露，目前一个美国代表团仍在
朝韩非军事区与朝方进行外交协商，双方对话积
极，并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此外，另一美方先遣
团队正在新加坡与朝方一起为领导人会晤做后勤
准备，目前工作也已进入最后阶段。

特朗普1日表示，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将如期举
行。5月24日特朗普曾在一封给金正恩的公开信里
宣布，取消两人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