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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防部：

韩朝停止陆海空敌对军事行为
据新华社首尔11月1日电（记者耿学鹏 田

明）韩国国防部1日确认，韩朝双方自当天零时起
停止陆、海、空一切敌对军事行为。

韩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说，按照韩朝9月19
日签署的相关军事协议，双方自11月1日起停止
陆海空敌对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分界线附近火炮
实弹演练、连队及以上级别单位的野外机动训练，
设立不同型号飞机的禁飞区等。

声明说，韩方为履行相关协议确定了一系列
措施，包括调整距军事分界线5公里范围内的火
炮射击演练场，调整这一区域内的连队及以上级
别单位野外演练和评估计划，封盖半岛两侧海域
相关区域内的舰载炮和海岸炮，封闭延坪岛、白翎
岛等岛屿周边的海岸炮炮口等。

另外，韩方根据不同机型发布了航行通报，向
外界告知禁飞区；调整韩美两国空军飞行训练空
域，以保证两军飞行训练不受影响；重新修订相关
规定，强化了对前方派驻部队人员的教育培训，以
防韩朝偶发性军事冲突。

韩国国防部表示，朝方也为停止敌对行为采
取了措施，包括关闭海岸炮等。

国防部的声明说，韩朝停止敌对军事行为将
有效缓解半岛军事紧张氛围及增强互信，有助于
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建立永久和平机制。

11月1日，在印度尼西亚加拉璜附近海域的
搜救船上，一名官员手捧打捞起的黑匣子。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11月1日说，搜救人员当
天上午成功打捞起日前失事的印尼狮子航空公司
客机首个黑匣子。

据当地媒体报道，黑匣子于当地时间上午10
时许被打捞起，外观状态良好，事故应该没有造成
黑匣子数据损失。 新华社/法新

印尼打捞起
失事客机首个黑匣子

广告

公 告
李登飞、陈意同志：

因你们连续旷工，其中：李登飞（3729251990****6910）自

2018年6月1日起至今；陈意（4306031990****0511）自2017

年9月6日起至今。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们本人或家属联系，你

们始终未返回单位。已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

定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们：

1.限你们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口综合维修段人事劳

资科报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口综合维修段人事劳资

科报到，单位则依法与你们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
2018年11月1日

对上表所列的粤海铁3号关键设备按2018年坞工程单的
要求，对设备进行修理。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的法人(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
币；

2、投标人必须为设备制造商或其授权设备服务商（提供证
明或授权书）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
提供最近一个年度企业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
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至少三个
月的社保缴费记录复印件）；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提供声明函）；

5、投标人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在本项目同时参加投标，也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禁止转包或分包（提供承诺函）；

6、保证在粤海铁3号进厂修理期间，根据船厂的工作修期
安排，完成修理工作（提供承诺函）。

7、购买招标文件并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转账凭证及开户
许可证）；

8、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发售标书时间：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5日，

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7:30（以北京时间为准）；
2、招标方通过互联网邮箱形式，将招标文件发送至投标人

的指定邮箱；
3、投标保证金的金额：贰万元整；

4、投标方账号：本次招标所有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形式进
行交款，个人账户交款，招标方则视为无效款。

名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T2E3G1T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四号楼

309室
电话：0898-31684853
开户银行：工行海口秀英支行
银行账号：2201021209255566668
5、投标人提问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9日17时30分

（北京时间为准）。
四、投标文件和保证金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9日8时30分

（北京时间）。
2、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

火车站四号楼309室
3、开标时间：2018年11月20日上午9:00（以北京时间为

准），时间如有改动，招标方另行通知。
4、开标地点：海口市铁路南港码头轮渡四楼会议室
5、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11月19日上午12:00

（北京时间），投标方需将投标保证金以
6、公告发布媒介：海南日报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四号

楼309室
联 系 人：吴先生
联系方式：13907628977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2018年11月2日

项目名称
1、主、副机修理
2、浆、轴、舵、侧推修理
3、主配电板、监控系统、主机隔震修理

设备制造商
广州柴油机厂
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
中船重工第711研究所

配件供应
船方供
船方供
修理方供

预算金额/万元
63
106
118

周期/天
25
10
25

招标公告
我段决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粤海铁3号2018年坞修项目关键设备修理单位。招标人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

段。（项目编号：海铁机招字[2018] 006 号 ），欢迎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参加本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粤海铁3号关键设备修理项目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44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448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4日10时至2018年12月5日10时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泰华路
18号水岸长桥清风阁B1幢7B房。

起拍价：997492 元，竞买保证金：19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接受咨

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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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竞买人

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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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133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1334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4日10时至2018年12月5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南省海
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雅苑J2-4B房。

起拍价:230万元，竞买保证金:45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接

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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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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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 2018 年 10 月 30 日

00:00~06:00 已对光村、新盈部分地区网络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光村、新盈部分地区的固定电话及宽带业务和政

企专线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增加ITMS+终端管理系统运维支撑手段，满足业

务开放要求，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

11月2日21:30－2018年11月2日23:30对ITMS+终端管

理系统进行软件版本升级优化,本次版本升级不影响用户业

务正常使用。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

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商业物业公开征集承租意向公告
我司拟将本项目整体招租，现向社会广泛了解承租意向，欢迎

有承租意向者前来沟通交流。
一、项目名称：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商业物业
二、项目位置：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51号
三、项目商业面积：约15000m2

四、本项目共六层，除一层、二层及六层部分预留自用面积外，
其它面积均进行商业物业招租。

五、商业业态：现代综合商业经营（不包括酒店、宾馆等）。
六、沟通交流时间：2018年11月2日至11月8日。
七、沟通交流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琼海临时汽车站二楼

综合部
八、联系人：王先生、周先生 联系电话：62831702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
2018年11月2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69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
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
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
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美兰区政府办公大楼1206
房)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
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0898-6536087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29日

产权
申请人

海南麦金威尔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申请
依据

海口市人民政
府 批 复
（2015825082）

申请土
地面积

2846.98
平方米

土地
座落

海口市美
兰区晋江
村南侧

土地权属
证件

海口市国
用（籍）字
第Q0145号

项目
名称

双猫
大厦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省工
业开发总
公司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详细规划》

A-5-2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改扩建项目地块位于海口市金牛岭片

区控规A-5-21地块，为缓解我市学位供需矛盾，拟对A-5-21地块
规划用地指标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11月2日至
11月 2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
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
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李彩艳。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日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二期）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属
《海口市灵山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50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
62147.11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度假居住用地。设计方案增设应
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
表》（琼A太阳能核字[2018]017-1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323平
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1月2 日至11月15 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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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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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日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一期）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属
《海口市灵山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48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
87660.56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酒店式公寓用地。设计方案增设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
核表》（琼A太阳能核字[2018]017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346.80
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1月 2日至11月15 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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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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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日

丹麦 10月 30日宣布召回驻伊
朗大使，同时寻求欧洲联盟对伊朗
启动新一轮制裁。丹麦安全部门当
天早些时候指认伊朗情报部门图谋
在丹麦领土袭击一名伊朗反政府武
装头目。

距美国恢复针对伊朗原油出口
的制裁不到一周。伊朗方面 31 日
否认丹麦方面指认，认定反伊朗势
力想在“关键时期”破坏伊朗与欧洲
关系。

丹麦吁制裁
丹麦外交大臣安诺斯·萨穆埃尔

森10月30日告诉媒体记者：“我决定
召回丹麦驻（伊朗首都）德黑兰大使
……丹麦不能容忍与伊朗情报机构有
关联的人图谋在丹麦杀人。”

萨穆埃尔森说：“伊朗政府是幕后
（黑手）。”

丹麦安全部门官员芬恩·博克·安
诺生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情报部门
图谋在丹麦领土袭击一名伊朗反政府
武装头目。瑞典警方10月21日逮捕
一名有伊朗血统的挪威公民，随后将
他引渡至丹麦。嫌疑人不认罪、一直
受拘押。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可以解
释丹麦方面为何 9 月 28 日关闭连
接瑞典的桥梁和渡船。数以百计
的警察和军队士兵当天 参与搜
捕。丹麦国家情报机构 30 日承认
那场搜捕与挫败伊朗情报机构的

“阴谋”相关。
萨穆埃尔森说：“鉴于最新进展，

丹麦将推动欧盟讨论对伊朗追加制裁
的必要性。”

丹麦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
3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会晤部分欧
洲国家领导人。他说，他与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探讨这件事，对方表示“支
持”丹麦，“我们将与英国及其他国家
紧密合作，共同抵制伊朗。”

伊朗斥“中招”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

西米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外交部10
月31日召见丹麦大使。

他说，伊朗外交部分管欧洲事务
的一名高级官员会晤丹麦大使时“强
烈否认阴谋在丹麦袭击伊朗反叛分
子的报道，不能将这件事归咎伊朗”，
同时警告对方不要采取“仓促、争议
性举措”。

卡西米认定，这是“敌人在这一关
键时期持续阴谋破坏伊朗与欧洲之间
的关系”。

卡西米所说“关键时期”，关联伊
朗经济受美国制裁影响而恶化。

美国政府今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8月重新启动对伊朗金
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
源领域制裁。美国 11 月将重启对
伊朗能源业和石油交易、央行交易
等领域制裁，届时伊朗经济形势将
更加严峻。

与美方立场不同，欧盟一直尝试
挽救这份协议，同意拨款1800万欧元
（约合1.4亿元人民币）支持伊朗经济
和社会发展；打算增设“特殊目的机
构”，旨在让欧盟绕过美国制裁，延续
与伊朗的合法贸易活动。

美国忙离间？
美国方面“乐见”丹麦寻求制裁伊

朗的姿态。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社

交媒体“推特”留言：“我们祝贺丹麦
政府逮捕伊朗当局刺客。欧洲将近
40年一直是受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

袭击目标。我们呼吁盟友和伙伴，
共同抵制伊朗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
各种威胁。”

伊朗与欧洲国家关系近几个月备
受挑战。比利时检察部门7月初证
实，伊朗境外反政府组织“伊朗人民圣
战者组织”6月3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
郊区组织集会；比利时警方同一天在
首都布鲁塞尔逮捕一对伊朗裔比利
时夫妇，指认两人涉嫌密谋袭击那场
集会。伊朗政府当时强调，袭击图谋
与伊方无关，由伊朗境外反政府组织

“自导自演”，企图破坏伊朗与欧洲的
关系。

伊朗一场阅兵仪式9月遭遇袭
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召见荷兰驻伊大
使、丹麦驻伊大使和英国驻伊代办，抗
议这三国放任在伊发动袭击的“恐怖
组织成员”在这些国家境内存在。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制裁将至 伊朗、欧洲要掰？

“我们不会让那些盼着美国不好
的人进入我们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
10月31日说，他拟向美国与墨西哥
边境派遣1万至1.5万名军人，以应对
中美洲移民潮。

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正
在墨西哥向美国行进的移民队伍将

“不允许进入美国”。因为在第一个移
民潮之后，又有第二个和第三个正在
形成，所以正在考虑“切断对部分中美
洲国家的援助”。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美
国中期选举一周倒计时之际高调增
兵还是有打“移民牌”的考量，希望以
强硬姿态刺激选民，但这样做无益于
从根本上解决中美洲移民潮的难题，
还会引起边境民众恐慌和周边关系
吃紧。

增兵之举重在威慑
近期一支为数上千人的移民队伍

正向美国行进，美国国防部已派遣约
2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约5200名
现役军人前往美墨边境地区，协助国
土安全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人员应对
移民潮。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警告说，试
图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将被逮捕，接
受审判后遣返本国，而庇护申请者应
接受墨西哥政府提供的庇护，停止前
往美国。希望到美国同家人团聚的
移民应返回本国通过正当途径申请
美国签证。

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
特伦斯·奥肖内西在五角大楼记者会
上说，这次主要向得克萨斯州、加利福

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派军，当天已有
800名军人启程奔赴得州，任务将至
少持续到12月15日。

据介绍，按照法律规定，这批军人
不会直接参与边境执法，而是承担修
建帐篷、路障等辅助角色并提供运输、
医疗支持，其中一些人还将配备武器
协助边防巡逻队。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凯
文·麦卡利南说，增兵之举重在威慑，
美方当务之急是把预计今后数周内抵
达美墨边境的大批中美洲移民挡在边
境之外。

派兵之举在美国国内也立刻招致
批评。美国民权联盟边境权利中心的
肖·德雷克认为，派兵之举劳民伤财，
根本没必要，只会让边境地区美国民
众更加恐慌。

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
分析人士说，这支中美洲移民大军

目前与美墨边境最短距离为1600公
里，但其行进路线并不确定、组织者也
未见清晰规划，还要看墨西哥政府的安
排与民意，多重因素影响其抵达美墨边
境的时间，但肯定会在中期选举之后。

分析人士指出，“移民牌”是特朗普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
之一，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日益临近
之际又沿用这一策略，一方面抓住中美
洲移民潮问题凸显其强硬姿态，一方面
继续采取“贴标签”策略，将移民潮归咎
于民主党阵营在移民政策上软弱立场，
以期为共和党阵营争取选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刁大明认为，特朗普政府近期的表

态和行动着实高调，威胁切断对部分
中美洲国家的援助、宣称“有罪犯和中
东人”混在移民队伍中，甚至现在又不
惜调动军队，将非法移民问题拔高到
国家安全的高度，但这样无益于缓和
事态，反而加剧边境居民恐慌。

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将非
法移民问题政治化来激发选民热情、
稳定共和党阵营基本盘，但可能适得
其反，还会进一步加深美国社会的撕
裂程度。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大
熔炉”和“沙拉盘”是其广为人知的“俗
称”。但近年来，“移民”一词在美国总
是与两党争斗、民意撕裂联系在一起，
更让“美国优先”的大旗露出了功利主
义的底牌。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31日电）

应对中美洲移民潮

特朗普拟派遣上万军人驻扎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