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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扶贫攻坚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

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扶贫攻坚先进典型评选表

彰活动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扶贫活动配套服
务，主要包含批文报备、舞台搭建、舞台演艺、拍摄等服务（具体内
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8月9日至8月14日，每日
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
时间），8月15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
15时（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
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
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8月15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2004006908号集体土地
所有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秀英字[2018]212号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流村委会文丽村民小组向我局申请补

办集体土地所有证。该宗地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南侧，面积
41991.48平方米，集体所有权证号为海口市集有（2004）第006908
号，原登记所有权人为海口市长流镇文丽经济合作社。经调查，上述
集体土地所有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出
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流村
委会文丽村民小组补发上述宗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动产权证。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黄雪静，电话：0898-68923086）

（2018）粤0305执恢437号
本院将于2018年10月10日10时至2018年10月11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
0755/06）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杨攀国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滨
海大道169号阳光西海岸小区B6栋1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
号：海房字第HK121030号）。

拍卖须知、评估报告等详情可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或到本院咨询。
法院咨询电话：0755-86608287，承办人：杨 睿
法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26号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8日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3)龙执字第458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3)龙执字第4586-1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9月25日10时至2018年9月26日10时止
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刘兰香名下位于海口市海秀路侨中村天竺小区
第8层802房(证号：33458) 进行市场价值评估房。起拍价：51 万
元，竞买保证金：10 万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2018
年9月21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鉴定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 9月 25日 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
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
电话：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7日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记
者朱东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
特8日说，因今年3月俄罗斯前特工
在英国中毒事件，美国将对俄罗斯
实施制裁。

诺尔特当天发表声明称，俄罗
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
儿在英国受到“‘诺维乔克’神经毒
剂”袭击后，“美国8月6日认定俄

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
生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
生化武器”。

声明说，相关制裁将于8月22
日前后生效。声明未说明具体制裁
内容。

今年3月4日，俄前情报人员斯
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威尔特郡
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

不醒。英国警方说，两人中了神经
毒剂。英国政府称俄罗斯“极有可
能”与此事有关。俄方对此坚决否
认，认为英国的指控意在抹黑俄罗
斯。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经过救治
已先后出院。

包括美国在内的近30个西方
国家及其盟友支持英国，驱逐了
150多名俄方外交官。俄外交部强

烈抗议西方国家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方也采取对等行动。

俄罗斯媒体9日援引俄罗斯驻
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公告说，美国因
俄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对俄实施的
制裁措施“苛刻”。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援引
俄驻美使馆公告说，美国对俄罗斯
在英国使用神经毒剂袭击斯克里帕

尔及其女儿的指责纯属臆造。这一
指责没有任何证据，至今也没有被
调查清楚，但美国却以此为借口对
俄实施制裁。

俄驻美使馆指出，俄政府坚持
对中毒事件进行透明公正调查、对
肇事者进行处罚的立场没有改变，
并要求美国也应持有这一立场，将
相关调查公开化。

因俄前特工中毒事件

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俄称美对俄制裁“苛刻”

美国国务院8日下午突然宣布，因今年3月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
在英国中毒事件，美国将对俄实施制裁。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此时重提旧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很大程度
上是总统特朗普迫于国内“通俄门”调查压力采取的举措，意在争取民心帮
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此举将令刚刚释放出积极信号的美俄关系再次
恶化，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8日
发表声明称，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
在英国受到“‘诺维乔克’神经毒
剂”袭击后，“美国 8 月 6 日认定俄
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
生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
生化武器”。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8日的电话
吹风会上说，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
进行，其中第一阶段制裁将可能导
致相关企业无法获准向俄出售涉及

敏感国家安全问题的商品。若俄罗
斯拒不提供未来不再违反国际法使
用生化武器的“可信保证”并同意联
合国相关机构对俄方行动进行“现
场核验”，美国将在本轮制裁开始执
行3个月后发起第二阶段更为严厉
的制裁。美媒报道称，第二阶段制
裁将包括两国降低外交关系级别、
俄航航班不得赴美、双边进出口贸
易全部中止等。

美方官员称，此次美国的制裁

规模将非常庞大，几乎所有的俄罗
斯国有企业都将受到影响，涉及的
交易金额将可能达到上亿美元，制
裁将大大打击俄罗斯经济。

对此，俄驻美使馆表示，美方对
俄方有关中毒事件的指责纯属臆
造，没有任何证据。俄政府坚持对
中毒事件进行透明公正调查并对肇
事者进行处罚的立场没有改变。俄
方要求美方也应持有这一立场，并
将相关调查公开化。

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 7 月刚
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释
放出积极信号。美方却在不久后
就突然以 5 个月前的斯克里帕尔
中毒事件为由对俄实施制裁，令
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美国国会 3 月就已正
式要求特朗普政府认定俄罗斯是
否在上述事件中违反了国际法。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政府本应在
国会提出要求后的两个月内做出

认定，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没有
动静，其“拖沓”表现还被国会两
党狠批。

对于特朗普政府此番突然做出
认定并出台制裁措施，有美高级官
员 解 释 说 ，认 定 程 序“ 复 杂 而 艰
难”，再加上要确保制裁不会波及
美国企业，“这种事晚一点宣布是
很正常的”。

不过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
普政府此时“出招”更多是迫于国内

“通俄门”调查的压力。有分析指
出，美国情报界已认定俄罗斯干涉
了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但特朗普
本人一直不愿承认，还曾表示他找
不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理由。
此番言论震动美国政界，特朗普后
来表示此话为“口误”。特朗普国家
安全团队希望借此次制裁对“口误”
事件“消毒”，以此回应外界有关特
朗普对普京“态度软弱”的批评，以
免冲击11月中期选举选情。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政
府宣布对俄制裁的当天，美方又公
布了特朗普致信普京的消息。此前
随美国国会代表团访俄的共和党参
议员兰德·保罗8日宣布，他已向俄
罗斯政府转交了特朗普的信件，特
朗普在信中强调了美俄在反恐、议
会间对话等方面进一步接触的重要
性，并提议恢复美俄文化交流。他
还说，代表团已邀请俄议员访问华
盛顿。白宫晚些时候也发表声明，
确认委托保罗向普京转交信件。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认为，美国的举动体现
了特朗普软硬兼施的“交易艺术”。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华盛顿
方面对莫斯科“又打又拉”，但鉴于此

次制裁对俄经济影响重大，而且俄方
也不太可能答应美方提出的条件，两
国关系短期内将难以得到转圜。

美国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研
究中心主任奈尔·加德纳认为，此次
制裁表明美俄关系未来会继续恶
化，华盛顿会对莫斯科采取越来越
强硬的立场。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兼职高级研
究员威廉·考特尼说，美国不一定非要
和俄罗斯改善关系才能满足自己的利
益。在双方可以取得共赢的领域和俄
罗斯保持合作，另一方面提高俄罗斯

“恶意行动”的成本，这本就是美国乃
至西方对待俄罗斯的一贯策略。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记
者朱东阳）

美国“痛下狠手”

缘何突然“出招”？

关系将向何方？

这是8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务院外景。 新华社发

《华尔街日报》以知情人士为消息
源报道，马斯克7日说特斯拉退市交易
几成定局、只差一场股东表决，证券交易
委员会正向特斯拉核实是否属实。

这一调查由美国证交会驻旧金
山办公室发起，意味着如果监管人员
怀疑马斯克的说法带有误导性或者
虚假性，可能会立案调查特斯拉。美

国法律不允许企业高层主管就重大
事件向股东提供误导信息。

如果监管人员找到证据、证明发
布特斯拉考虑退市消息旨在抬高股
票价格，马斯克同样会有“麻烦”。

马斯克7日下午在推特上写道，特
斯拉可能以每股420美元价格退市，以
使“资金有保障”。

美国《华尔街日报》8日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
在调查特斯拉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发布企业
可能退出股票市场消息一事。美国证交会之所以“盯上”马
斯克，是因为他利用社交媒体“推特”、而非以上市企业公告
方式放出特斯拉退市风声。

特斯拉6名独立董事8日发布声
明，说马斯克上周与他们讨论让企业
退市，谈到成为非上市企业“更符合特
斯拉长期利益”，同时“提及（退市）所
需资金”。

按照这份声明的说法，特斯拉董
事会成员上周多次碰面讨论退市。
只是，声明既没有提供退市融资详
情，也没有解释每股420美元股价如

何确定。
特斯拉董事会共9名成员，其中3

人没有在声明上签字，包括马斯克及
其兄长金博尔·马斯克以及正在休假
的独立董事史蒂夫·尤尔韦特松。

《华尔街日报》报道，按马斯克
出价每股 420 美元计算，特斯退市
所需资金720亿美元。实际融资规
模或许低于这一金额，因为马斯克

持有将近两成股份，并且他声称考
虑设立特殊基金，以便允许现有投
资人留下。

前股票分析师吉恩·芒斯特告诉
美联社记者，特斯拉退市需要融资250
亿至300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约纳斯
说，特斯拉如果变回非上市企业，恐怕
要额外背负500亿美元债务。

《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斯克发布考
虑退市的消息至少给特斯拉带来抬高
股价的好处。如果股价保持高位，特斯
拉资金困境将得到缓解，可灵活处理即
将到期的可转换债券。

特斯拉9.2亿美元可转债明年3月
到期，转股价为359.87美元。如果股价
届时低于这一金额，特斯拉必须以现金
偿还债券；如果股价超过这一金额，可

转债持有者可将债券转换成股票，无需
特斯拉支付现金。

截至6月30日，特斯拉账上有现
金22亿美元；企业今年上半年现金流
为负18亿美元。

特斯拉股价7日上涨11%，收于
每股 379.57 美元，略低于迄今最高
点。美联社报道，做空特斯拉股票的
投资人当天累计损失估计超过10亿

美元。
对马斯克而言，华尔街空头一直

如芒在背。法学教授科菲说，如果马
斯克宣布考虑退市旨在挫败空头，“那
或许算是一个（股票）市场操纵案例”。

不少分析师认定马斯克有意报复
空头，缘由是他5月4日在推特上暗
示，将很快对空头“出招”。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观察 突然对俄发难

核查“真假”

详情“难产”

别有“用心”？

美国证交会 马斯克

A

特斯拉退市交易
几成定局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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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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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一大客车遭空袭
近百人伤亡

新华社科威特城8月9日电（记者王薇 聂云
鹏）萨那消息：一辆载有儿童的大客车9日在也门西
北部萨达省达哈延市一处市场遭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空袭，造成至少43人死亡，另有64人受伤。

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遇袭的大客车
载有60多名儿童，死者中大多是不到10岁的儿童。

萨达省是也门胡塞武装重要根据地。胡塞武
装控制的电视台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动了
这次空袭。截至目前，联军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本月2日，荷台达省荷台达市的一个市场也
遭到空袭，造成52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
当地卫生部门说，是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实施了
此次空袭。

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
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迫使也门总统哈迪前往沙
特避难。2015年3月，沙特等国发起代号为“果
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武装派别宣布停火

新华社加沙8月9日电（记者杨媛媛 赵悦）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派别9日宣布与以色列停
火，表示本轮冲突从武装派别这一方已经结束，停
火能否实现取决于以色列下一步的行为。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巴总统阿
巴斯正与国际社会有关各方进行紧密联系，呼吁
国际社会紧急介入，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升
级行动”，避免为地区带来更大破坏和不稳定。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
也于9日发表声明说，如果不立即遏制目前的冲
突，局势将迅速恶化，联合国、埃及和有关各方正
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避免局势恶化。

近几个月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多
次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和炮弹，并在加沙地
带北部同以军交火。以方则对加沙地带实施轰炸
并加大封锁力度，地区局势持续紧张。

泰国“炫富僧”获刑114年
泰国“炫富”僧人威拉蓬·戍蓬因欺诈、洗钱和计

算机犯罪罪名成立，9日由法庭判处114年监禁。
威拉蓬在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干他拉隆县出

家，在当地信徒众多。2013年6月在互联网上传
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威拉蓬和另外两名僧人搭乘
私人飞机，戴墨镜和耳机，手提奢侈品牌手袋。

威拉蓬因这段“炫富”视频惹火烧身，随即被
查出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挪用善款、洗钱等多
宗罪行。他随后逃往美国，去年7月由泰国警方
引渡回国。

泰国司法部特别案件调查厅一名官员告诉路
透社，威拉蓬欺骗信徒，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以
购买多辆豪华车辆的方式洗钱。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刑事法庭9日判处威拉蓬
114年监禁。只是，依据泰国法律，他实际只需服刑
20年。“法庭裁定他多项罪名成立，刑期累计114年，”
调查厅官员说，“这意味着他实际需要服刑20年。”

另外，威拉蓬因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面
临性侵害儿童和绑架儿童罪名指控。法庭预计今
年10月就这两项指控作出裁决。这两项罪名的
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8月9日，在印度喀拉拉邦埃尔讷古勒姆，救
援人员在山体滑坡后开展救援。

据印度媒体9日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灾
害管理部门官员证实，该邦8日至9日遭受暴雨
袭击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8人
丧生。 新华社/法新

印度南部山体滑坡
至少18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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