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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名称：海南国际能源船务公司，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
币种：人民币，本金：250万元，利息：1415.82万元，担保情况：海
口市国贸大道王府小区别墅D座(面积508.47ｍ2)抵押，当前资产
状况：停止经营。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具备良好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

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至2018年 10月 30日。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
0898-66563181、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
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
(我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
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国际能源船务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 新华社评论员

美国领导人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发
表演讲，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
责。美方言论歪曲事实，肆意诋毁中
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唯美独尊”式傲
慢与偏见，让中美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总体来看，美方的奇谈怪论无外
乎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歪曲中国发展
和中国道路；二是无端指责中国对外
政策，企图误导世人；三是倒打一耙，
把中美关系跌入低潮的责任推给中
方；四是捕风捉影，指责中国干涉美国
内政和选举。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领导人如
此“系统性抹黑”中国十分罕见，其势
汹汹，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但细究之
下不难发现，这种抹黑中国的论调纯

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既
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事实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从积贫积弱到富起来强起来，靠的
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得益于中国
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绝不可能依
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施舍和恩赐”。
正如《纽约时报》刊文指出，所谓美国

“重建了中国”的说法不可信、不公
平。从对外政策来说，中国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得到各方广泛认可。再怎么
挖空心思歪曲抹黑，也改变不了中国
得道多助这一现实。中美关系陷入低
潮，是美国打响了贸易摩擦的第一枪，
美方才是“始作俑者”。而今，美方领
导人的言论大有全方位对华发难之
意，两国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对美方

的这种举动都深表忧虑。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

更是子虚乌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
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的外
交传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西方主
流媒体也难以说服。美国《外交政
策》杂志、《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路透社、英国《卫报》等均
指出，美方指控没有证据。纵观国际
关系史，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国主
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益，国
际社会早已看得很清楚。美方想把
干涉别国内政的“高帽”送给别人，只
会徒增笑料罢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想
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何对
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的。问题
是，为何美方仍然要想方设法诋毁中

国呢？诸多国际媒体和知名智库认
为，白宫抹黑中国从短期效应看有多
重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是美
国一些人“对华焦虑症”的一次集中
发作。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的企
图难得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方
言论的讥讽不绝于耳，美方没有达到

“抹黑中国”的目的。正如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网站指出，“华盛顿导演的这出
戏并不能损害中国”，“对北京施压还
可能促成更广泛的合作阵营的形成。”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
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全方
位围堵中国不仅不现实，而且也损害
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字
路口，何去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一次

作出历史性的选择。这个选择事关两
国各界的利益，特别是事关两国青年
一代的前途和命运。中美17亿人民、
世界 70 亿人民要求两国必须作出负
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我们有一
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致力于同
美方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增进互信，扩大
合作，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歧，建立健
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美方
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 40 周
年。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
方应停止错误言论，放弃过时的冷战
思维，作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正确
选择。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1983年以来

俄载人飞船首次发射失败
两名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11日电
（记者栾海）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
员的一艘俄罗斯飞船11日发射失
败。目前，俄救援人员已找到紧急着
陆的两名宇航员，两人均平安无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
莫斯科时间当天11时40分（北京时
间16时40分），载有宇航员的“联盟
MS－10”飞船由“联盟－FG”型运
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
尔发射升空。起飞约119秒后，火箭
第一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
被抛下，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
关闭，此后乘员舱与火箭紧急分离，
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国宇
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宇航
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他们原计划

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哈萨

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约20公
里，俄一个空降兵小组率先乘飞机抵
达，并在伞降后找到飞船乘员舱。目
前两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查均没有
受伤，状况良好。他们将被送往拜科
努尔的宇航员医院进一步检查，然后
回到莫斯科。

俄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表示，飞
船的紧急逃生系统表现出色，俄将成
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故。

据悉，这是1983年以来俄载人
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国家采
购”网站发布的消息，俄航天部门为
此次发射购买了保险，其投保费为
1.433亿卢布（1美元约合67卢布），
保险赔偿金为46.55亿卢布。

美国佛州遭遇80年最强飓风
大约40万用户停电，280名拒绝疏散的居民生死未卜

飓风“迈克尔”10日以四级飓风强度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沿
海地区登陆，所到之处狂风大作，吹倒树木，摧毁房屋，暴雨如注。
受飓风影响，当地大约40万用户停电。

美国气象部门说，这是佛州超过80年来遭遇的最强飓风，同时
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大陆遭遇的第三大飓风。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说，飓风
“迈克尔”美国东部时间10日大约
13时（北京时间11日1时）在佛罗里
达州滨海小城墨西哥海滩附近登陆，
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9公里，被
列为四级飓风，距最高的五级仅相差
大约3公里。

根据美国等西半球国家和地
区通常使用的萨菲尔－辛普森
飓风等级，飓风从低到高分为五
级。其中，四级飓风可持续风速
为每小时 209 至 251 公里，五级
飓风可持续风速为每小时 252 公
里及以上。

社交媒体“推特”一段视频显示，

在人口大约1000人的小城墨西哥海
滩，狂风摧毁多处房屋，断瓦残垣被
雨水冲至附近建筑旁，一些树木被连
根拔起。

电视台播出画面显示，洪水淹没
墨西哥海滩多处房屋的屋顶。当地
官员说，大约280名拒绝疏散的居民
生死未卜。

按美国媒体的说法，飓风“迈
克尔”之前，从来没有四级飓风在
佛罗里达走廊登陆过。同时，“迈
克尔”是有记录以来袭击美国大
陆的第三大飓风，仅排在 1969 年
飓风“卡米尔”和 1935 年飓风“劳
动节”之后。

在距离墨西哥海滩大约32公里
的巴拿马城，随着夜幕降临，整座城
市一片寂静。电视台画面显示，街道
上没有行人和车辆，多处房屋被毁为
碎片。

现年63岁的杂货店店员比尔·

曼宁谈及飓风来袭心有余悸。他
说：“我的老天，太恐怖了。我没想
到这么严重。”他当时从一辆野营车
下来、前往附近酒店避险，发现酒店
已经停电。

当地时间10日晚间，加兹登县

报告一人受飓风影响死亡，是遭“迈
克尔”夺命的第一人。当地政府部门
发言人安格莉·海托尔说，死者是男
性，因住宅被树木砸中丧生。

“迈克尔”登陆大约8小时后强
度减弱。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美
国东部时间10日 20时（北京时间
11日8时）宣布，“迈克尔”已减弱至
最低级，可持续风速每小时 90 公

里，向东北方向移动至亚拉巴马州
和佐治亚州交界处。

美国国家气象局局长路易斯·乌
切利尼说：“这场飓风威力非常大。
明天早晨人们醒来查看损失时，会意
识到四级飓风破坏力有多么巨大。
我们会看到，飓风所到之处、直到佐
治亚州中部的大片区域，都受到影
响。”

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
10日说，飓风过境后，该州相关部门
将展开重建工作，目前上千名电力工
人正处于待命状态。为应对飓风，该
州动用了35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表
示，他可能于14日或15日前往飓风
受灾地区视察。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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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9公里

特朗普或前往受灾地区视察

10月10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集会活动上发表演讲。

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集会活动前
表示，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他表示，
美联储正在“犯下错误”，并称美联储已经“疯
了”。特朗普此举引发外界对总统干预美联储独
立性的担忧。 新华社/法新

言辞激烈批评加息政策

特朗普称美联储“疯了”

英国首相任命
预防自杀大臣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又称世界心
理健康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天任命杰姬·多
伊尔－普赖斯出任预防自杀大臣。

增设预防自杀大臣是英国政府减少自杀人数
努力的一部分。特雷莎·梅承诺，将拨款180万英
镑（约合1639万元人民币）给撒玛利亚会，以支持
这一慈善团体今后四年维持免费咨询热线。

尽管英国自杀率呈下降趋势，每年仍有大约
4500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特雷莎·梅10日借英国举办精神卫生峰会的
机会宣布任命预防自杀大臣。大约50个国家和
地区的官员当天齐聚伦敦，出席这一国际会议。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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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天皇言论曝光
靖国神社“住持”辞职

日本靖国神社11日说，宫司、即住持小堀邦
夫将辞职，缘由是他在一场会议上批评日本天皇
明仁、内容“极其不妥”的言论被媒体曝光。

靖国神社说，言论“泄露”后，小堀立即拜访日
本政府协助管理皇室事务的宫内厅，就此“道歉并
表达辞职意向”。他的继任者预计在26日一场会
议上选定。

日本《信使周刊》报道，小堀今年6月在一场
闭门会议上称“天皇打算毁掉靖国神社”。按照他
的说法，天皇到别的地方悼念战争死难者的次数
越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充当日本国家神社的靖
国神社地位越衰弱。

明仁在位期间一直秉承和平主义，数次赴帕
劳、塞班等二战太平洋战争曾经的战场，祭奠死在
那里的军人和平民。

明仁经常在不同场合表达对战争的反省，呼
吁日本坚持走和平道路。近年来，他在“8·15”、
即日本战败日致辞中说，对先前战争“深刻反
省”。按照法新社的说法，明仁不享有政治实权，
却因承认日本让中国等邻国承受“巨痛”、反省日
本在朝鲜半岛的残暴殖民统治，令日本右翼生厌。

明仁定于明年4月30日退位，成为日本皇室
近200年来首个“生前退位”的天皇。据《信使周
刊》报道，小堀说，德仁皇太子一旦登基，可能不会
和皇妃雅子参拜靖国神社。他称雅子“讨厌”作为
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教。

共同社报道，小堀现年68岁，从京都府立大
学毕业后，进入皇学馆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伊势
神宫担任神职，今年3月1日出任靖国神社宫司。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千代田区，供奉
着大约250万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来为
日本战死的军人和军属，大多是在日本侵华战争
和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军人，以及14名二战甲级
战犯和几乎全部乙级、丙级战犯。日本一些右翼
政客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引发中
国、韩国等邻国抗议。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摩洛哥海军
救起366名偷渡者

据新华社拉巴特10月10日电（记者陈斌
杰）摩洛哥军方10日发布消息说，摩洛哥海军9
日和10日在该国北部海域救起366名偷渡者。

消息说，所有获救偷渡者身体无恙，已被送往
塞吉尔堡的港口。救援工作完成后，一艘橡皮艇
因为十分破旧沉入海中。

据报道，由于近来偷渡事件频发，摩洛哥海军
在该国北部海域加强了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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