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
举行会晤，并签署了联合声
明。双方宣布，将努力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构建朝鲜半
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美
方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
障，朝方重申对半岛完全无
核化的承诺。

安倍 6 月 29 日在东京与
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加强
日美同盟，并就朝鲜半岛问
题加强两国合作。

所谓“绑架问题”，是指
上世纪70年代末朝鲜特工人
员绑架日本人到朝鲜的历史
遗留问题，至今仍是日朝关
系中的难点。日本一直强
调，解决“绑架问题”是日朝
邦交正常化的前提。

（据新华社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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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现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
大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会议服务、会议用房服务、会议餐饮服
务、交通服务、接送机服务、会后考察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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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
定团队人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税记
录复印件，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具备会务接待资质和大型国际会议

和外事接待工作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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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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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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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整体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
为美丽乡村大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主会场及分论坛视觉效果处
理、乡村展位展示、海南风情下午茶布置、晚宴场地布置（包括舞
台）、酒店及县委县政府整体氛围营造、整套美丽乡村VI识别系
统设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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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
固定团队人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

税记录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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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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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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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整体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
招标公告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
邝履士、杨元召、黄循祺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等案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查起诉阶段）
邝履士、杨元召、黄循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案，已由屯昌县公

安局于2018年8月13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犯罪嫌疑人邝履士、杨元召、黄循祺依托广东云联惠总公司的

“云联商城”，以“消费全返”、“积分返利”、“加盟奖励”、“收取会费”等

方式发展下线并非法获利。
由于本案被害人众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经本院联系，仍有部分被害人无法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方
式告知本案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享有的权利义务，内容详见屯昌
县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hntcjcy）、微博(http://t.people.com.cn/
41666261)发布的相关信息及附件《屯昌县人民检察院被害人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

以上事项如有疑问，请与我院联系。
联 系 人：彭助理
联系电话：0898-67825026

2018年8月14日

受委托，定于2018年8月31日上午9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位于海口市蓝天路 29 号中环综合楼二楼，建筑面积
3864.32m2，竞买保证金380万元。2、海南睿丰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债
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自见报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
下午5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时间：2018年8
月30日下午5时前；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基石
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1-
100001040001981；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拍卖过户按标
的所在地有关限购政策执行。标的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
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0831期）

电话会谈长达40分钟

美日首脑“对表”朝核 保持施压各取所需
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 22 日在
东京首相官邸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进行电话会谈，
双方就为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紧
密合作达成一
致。白宫发言人
表示，美日领导
人在通话中均表
示要继续保持对
朝制裁。

分析认为，
美日在朝核问题
上再次“对表”，
既协调了立场，
也各有所需，美
方为其对朝施压
政策寻找支持
者，日方则希望
借机对美朝谈判
施加影响力。

这是特朗普和安倍在美朝领导
人新加坡会晤两个多月后的首次电
话会谈。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简短声明中
说，特朗普和安倍在通话中均表示要继
续保持对朝鲜的强力制裁，并期待今年
9月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

据日本媒体报道，为推动朝鲜半岛
最终实现无核化并放弃弹道导弹，日美
两国首脑在长达40分钟的电话会谈
中，一致表示要求朝鲜严格履行联合国
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并拿出具体行动。
此外，安倍还要求美方协助解决“绑架
问题”。

安倍在会谈结束后说，双方就最新
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也强调，日方还将
推进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在朝核问题
上的合作。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8月7日曾“放风”说，特朗普有
意派国务卿蓬佩奥再次访问朝鲜。蓬
佩奥今年已三次访朝。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通话正值计
划中的朝韩领导人平壤会晤前夕，通
话双方各有所需。美方意在为其对朝
坚持施压政策寻找“支持者”，对朝方
保持舆论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樊
吉社认为，此次特朗普与安倍通话选
在蓬佩奥再次访朝前进行，表明美日
欲借此次通话进一步协调在朝核问题
上的立场，安倍则希望对美朝有关半
岛无核化的谈判施加影响力。

樊吉社说，一方面，日方对朝鲜核
导担忧更大，因此安倍政府特别积极
地谋求对朝鲜保持压力、不放松对朝
制裁。另一方面，安倍希望在“绑架问
题”上获得美国支持，希望美朝在讨论
半岛问题过程中也能讨论这一问题。

但樊吉社认为，朝核问题的主要
当事方还是美朝双方，“绑架问题”也
不属于关键问题，美日领导人此次通
话未必能对朝核问题下阶段走向产生
重大影响。

朝鲜半岛今春以来暖风拂
面，但在由夏入秋之际，却正呈
现一冷一热的微妙局面。这边
厢，朝韩之间交往密切，朝韩领
导人第三次会晤也在紧锣密鼓
筹划之中。那边厢，朝美却在半
岛无核化问题上难以取得突破
性进展，对话陷入僵局。无怪
乎，美方急于要“支持”，更急于
要“成绩”。

归根结底，任何“收获”都不可
能一蹴而就，历史性契机不容错
失，双方还应采取切实行动，逐步
建立互信，释放诚意，相向而行。

日本作为重要邻国，对朝核
问题的紧密关注不难理解。但
日本更应该在半岛无核化与和
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要因
国内政治需要而煽动半岛紧张
局势，不要充当渲染威胁、激化
矛盾的“搅局者”。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8月22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智利外长
罗伯托·安普埃罗（前左）和阿根廷外长豪尔赫·福
列（前右）展示协议。

智利和阿根廷外长22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签署协议，决定两国将对中国游客实行单一签
证，以方便中国游客入境两国旅游。根据协议，智
利和阿根廷将对中国公民签发带有“阿智旅游”标
签的旅游签证。持有此签证的中国公民必须首先
进入签发国，然后可于90天内在智利与阿根廷之
间多次出入境。 新华社发

智利与阿根廷
将对中国游客实行单一签证

普京向美国喊话之外，克里姆
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22
日在莫斯科告诉媒体记者，俄方需
要获悉美国政府是否有政治意愿与
俄方合作。

佩斯科夫说，俄美“双边关系持续
恶化，我们需要找出某种合作领域，也
需要获悉这种领域是否存在，以及对
方（指美国）是否有愿望（合作）”。

路透社报道，美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定于23日与

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
鲁舍夫在瑞士日内瓦会谈。这是普
京与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会晤后，俄
美两国首个高级别对话。

普京积极评价赫尔辛基会晤，
但特朗普当时在联合记者会上否认
美国情报部门所作结论、即所谓俄
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在
美国国内引发舆论风暴。特朗普次
日改口，说那是口误。

美国白宫原本计划邀请普京今

年秋天访问美国，不到一周后宣布
推迟至明年。博尔顿当时解释，缘
由是要等关于特朗普竞选团队2016
年是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通俄”
调查结束。

帕特鲁舍夫22日在日内瓦告诉
俄罗斯媒体，计划向博尔顿提出一
系列俄美合作设想，对美方反应保
持乐观。他说，两人会谈主题可能
包括“战略稳定、地区安全”，叙利亚
与乌克兰局势和两国关系。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2日说，美国政府对俄施加制裁“适得其反、没有意
义”，希望美国同意与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对话。

普京当天与芬兰总统绍利·尼尼
斯托在俄南部城市索契会晤后召开
联合记者会，其间对美国喊话说，希
望美国政府认识到，因所谓行为不当
对俄施加制裁是误入歧途。普京认
为，制裁“适得其反、没有意义，特别
是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而言”。

普京7月16日与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首次
正式会晤。他认为，两人的会晤“积极
有益”。但他承认，“不仅是美国总统
的立场”，“所谓的建制派，即广泛意义
上的美国统治阶层的立场”同样关键。

综合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尽管
特朗普本人寻求与普京改善关系，美

国现政府没有解除过去数年对俄罗
斯施加的诸多制裁，反而加大了对俄
经济施压。

因俄前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父女3月在英国街头“中毒”，美国政
府本月初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禁止
向俄出口涉及国家安全、需加以管控
并获联邦政府批准的敏感技术和产
品，22日起生效。

此外，美国财政部21日以规避或
违反美国制裁禁令为由，宣布制裁与
俄罗斯相关的多个实体和个人。财政
部高官西加尔·曼德尔克当天说，如果
俄罗斯不停止“恶意活动”，美国将挑
起“更多经济痛楚……且毫不犹豫”。

特朗普对俄罗斯与德国筹建的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颇有微
词，部分美国政府官员甚至威胁对俄
施加新制裁。俄方认为遭遇不公平
竞争，美方实际是想排除潜在竞争对
手，让欧洲人用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普京22日在联合发布会上说，
“欧洲需要‘北溪—2’”，“俄罗斯是
欧洲经济的最优（能源）供应商，我
们准备好与任何人竞争”。

德新社报道，普京与尼尼斯托
商谈了如何避免俄方与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军机在波罗的海上空危险相

遇。芬兰非北约成员国，被视为立
场中立。

普京说，俄方愿与北约就这一
问题对话，已准备好与北约讨论增
进互信的方法，但北约对俄方提议
一再拖延。俄罗斯不得不对北约在
其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有所回应。

北约发言人瓦娜·伦杰斯库22
日晚些时候驳斥普京的说法，认为

“北约行动属防御性、恰当，且完全
符合我们的国际承诺”。她还说，北
约通过多种场合与俄方探讨过制定
空中战机相遇规则事宜。

普京近期与欧洲互动频繁。除
了正式会晤，他本月18日出现在奥
地利女外交部长卡琳·克奈斯尔的
婚礼上。

普京在联合发布会上解释，出
席婚礼属私人行程，新郎沃尔夫冈·
迈林格热爱柔道，两人“自然亲近”。

不过，普京说，他在婚礼期间与
克奈斯尔和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
安·库尔茨进行交谈。奥地利不仅
在推动两国关系上“作用积极”，也
积极“安排俄罗斯与欧洲联盟的对
话”。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为
章莹颖建纪念花园

据新华社芝加哥8月23日电（记者汪平）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日前决定为
在该校访学期间失踪的中国学者章莹颖建一座小
型纪念花园。这一项目将于24日开工，预计10
月前完工。

据当地媒体报道，花园选址在章莹颖失踪前
最后被看见的一处街角。届时花园内将会种植开
白花的植物。章莹颖访学时所在学院院长金·基
德韦尔表示，虽然章莹颖只在学校待了数周，但学
校仍将她视为宝贵的一员。

去年4月，章莹颖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尚佩恩分校访学，同年6月9日在坐上一辆
黑色轿车后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于去年6月
30日逮捕了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指控他涉嫌绑架
和杀害章莹颖。克里斯滕森的审判日期是2019
年4月，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重将面临死刑。

8月23日，在法国巴黎西南郊特拉普市，警
方在案发现场附近警戒。

据法国媒体报道，23日上午，一名男子在首
都巴黎西南郊的特拉普市街头持刀行凶，造成2
人死亡、1人受伤；该男子被随后赶来的法国警方
击毙。 新华社/美联

法国一男子持刀行凶
造成2死1伤

美新规拟为火电厂
排放“松绑”引争议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2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环保局近日公布了一项拟放松对火电厂进行污
染物排放管制的新法规，引发极大争议。美环保
局承认，如果这一法规生效，污染物排放增加将造
成每年最多新增1400例过早死亡。

美环保局21日提出的这项名为“平价清洁能
源”的新法规，旨在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的
《清洁电力计划》，将火电厂污染标准决定权下放
给州政府，间接为火电厂“松绑”。

美环保局代理局长安德鲁·惠勒发表声明称，
这个议程的基石是促进国内能源消费、创造就业
和推动经济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联邦各机
构取代或取缔阻碍这些目标的过时法规。

日求美
协助解决“绑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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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俄施加制裁

普京普京：：制裁制裁““适得其反适得其反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8月22日，普京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不在画面中）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没有意义。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