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新闻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B02 综合

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20号执行裁定书，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7日10时至2018年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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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东路3号美源
日月城（地下车位）18号，起拍价：174600元，竞买保证金：25000元。咨

询时间：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14日16时止接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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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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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18）琼0106执恢20号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1HN0100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滨海大道96号海港大厦西侧副楼1
的一至三层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为3412.30平方米，租期5
年，挂牌底价为900847.2元/年。公告期：2018年11月27日-
2018年12月10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1月27日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选聘公告
一、项目概况：海南省强制医疗所监区病房楼和值班备勤楼

外墙翻新改造工程，现公开选聘1家招标代理机构负责项目招投
标事宜。二、报名要求：具备工程招标代理资质乙级或以上资质，
且属于海南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目录内的代理机构，在公告规定
的时间内现场提交材料：1、资质证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或三合一证】，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以上
材料核验原件，留加盖公章复印件）；2、报价函（报价不超过1.7万
元，密封）；3、联系人及电话。三、报名时间：2018年11月26日至
2018年11月29日（上午9:30一12：00,下午2:00一4:00），逾
期不再接受报名。四、报名地点：海南省强制医疗所综合科或机
要室（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道美乡）特此公告。

海南省强制医疗所
联系电话：65659956（综合科），65659868（机要室）。

关于G98环岛高速K105+220
龙滚互通立交桥神年施工实施

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105+220龙滚互通立交桥施工的

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现对相关
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8年11月27日至2019年1月31日；
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105+220龙滚互通立交桥

路段；
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需要，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105+

220龙滚互通立交桥主线采取全幅封闭施工的交通管制。管制期
间，龙滚互通出入口匝道正常通行，经G98龙滚互通主线的过往
车辆由龙滚互通出入口匝道进、出高速。同时，禁止所有车辆从
龙滚互通立交桥桥下通行，桥梁两侧过往车辆及行人可绕行020
乡道经黄竹塘村通过。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
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
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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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组成。

现已完成1#、6#、7#楼施工并已具备规划竣工核实条

件，本次申请滨江海岸三期(一期)1#、6#、7#楼办理分

期规划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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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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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欧盟峰会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英国需向欧盟支付总额大约390亿英镑的“分手费”

欧洲联盟25日召开特别峰会，通过与英国达成的
“脱欧”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说，这是欧盟和
英国所能达成的“最好协议”，呼吁英国议会支持并通过
协议。

多家媒体报道，除英国外的欧
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当天讨论并
表决英国“脱欧”协议，持续半小
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其他房
间等候。协议获得各国领导人一
致通过后，特雷莎·梅加入会议，讨
论“脱欧”下一步举措。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社交
媒体“推特”写道，峰会通过英国退
出欧盟协议和“英欧未来关系宣
言”。媒体报道，英国退出欧盟协
议大约600页，关系宣言26页。

英国“脱欧”协议由退出协议
和关系宣言组成。前者就英国“脱
欧”过渡期、公民权、爱尔兰边界等
事项作出规范；后者着重定位英国
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后

与欧盟的贸易和安全关系。
“脱欧”协议规定，英国明年3

月正式“脱欧”后有21个月过渡
期，其间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与
关税同盟，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
英国需向欧盟支付总额大约390
亿英镑的“分手费”，在过渡期需要
向欧盟支付“年费”。

作为英国最密切贸易伙伴之
一，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告诉媒体
记者，英国退出欧盟，“没有人赢，
我们都输了”；但他认定，“脱欧”协
议是“可以接受的妥协”。

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
判的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告诉
媒体记者：“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
应该承担责任，所有人。”

容克在记者会上说，“脱欧”协议
是欧盟与英国所能达成的“最好协
议”，“我相信英国政府将成功获得英
国议会支持”。他没有回答记者提问，
即英国议会如果没有通过协议将发生
什么。

“脱欧”协议正式生效前，需要获
得英国议会和欧盟其它成员国议会分
别表决通过。只是，英国多个党派近
来“喊话”，反对这份协议。

英国与欧盟谈判过程中，特雷莎·
梅在国内持续遭遇阻力，尤其她所属

执政党保守党内的“疑欧派”人士，指
认她向欧盟妥协太多。保守党的政治
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认定英国

“脱欧”后将与欧盟“捆绑太紧”，说将
在议会否决“脱欧”协议。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5日报
道，保守党内一些大臣正在秘密准备

“脱欧”协议的替代方案，以防议会否
决现有协议。

按报道的说法，上述大臣包括特
雷莎·梅的亲密盟友、财政大臣菲利
普·哈蒙德和上任不久的就业与养老

金大臣安伯·拉德。
立陶宛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

特在欧盟峰会通过“脱欧”协议后告诉
媒体记者，如果英国议会否决协议，今
后可能出现四种情况：英国再次举行
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脱欧”；英国举
行选举，新首相将替换特雷莎·梅；各
方代表重新磋商英国“脱欧”协议；英
国“无协议脱欧”，即“硬脱欧”。

格里包斯凯特当天在“推特”写
道，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远未结束”。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没有人赢，我们都输了”

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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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加州山火全扑灭
85死249失联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25日确认，加
州北部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山林大火“坎普”已完
全扑灭。

截至当天，至少85人在这场美国百年来最严
重山火中遇难，另有249人下落不明。

“坎普”山火11月8日从内华达山脉的山麓干
旱地带燃起，迅速蔓延，过火面积达620平方公
里。山林小城“天堂镇”受灾最重，几乎一天内变成
废墟，将近1.9万座建筑焚毁，绝大部分是民居。

加州上周迎来今冬第一场风雪，强降雨连续
三天降临山火灾区，所幸没有形成泥石流。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说，降雨有效克制火势，消
防员得以扑灭天堂镇内和周边余火。

消防员继续在废墟和灰烬中搜寻遇难者遗
骸。天堂镇所属比尤特县的治安官办公室说，
已经确认54名遇难者的身份。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警告，受全球气候变暖影
响，加州可能遭遇越来越多大规模山火。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11月25日，在乌干达中部维多利亚湖穆科
诺地区水域，救援人员搜寻遇难者遗体或幸存
者。乌干达警方25日说，维多利亚湖穆科诺地
区水域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30人
死亡。 新华社/法新

乌干达发生沉船事故
30人死亡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
次峰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
会以“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
为主题，将主要讨论世界经济、贸易和
投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
施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持续
复杂变化，G20峰会成为引领国际经
济治理的重要多边平台。在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本次峰会
在维护多边主义、凝聚各方共识等方
面将发出怎样的声音备受关注。

维护多边主义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背

景下，G20会议升级为领导人级别，此后
这一机制致力于促进全球自由贸易、防
范保护主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

前，多方人士重申了维护多边主义的立
场，期待峰会发出支持多边主义的声音。

阿根廷G20事务协调人比利亚
格拉表示，阿根廷是多边主义和贸易
自由化的有力支持者，坚定维护以世
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信
多边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阿莉西
亚·巴尔塞纳指出，本次峰会是应对当
今世界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多发
等挑战的一次良机，期待与会成员发
出支持多边主义的有力信号。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
万德罗·卡瓦略认为，在多边主义与单
边主义交锋之际，倡导多边主义的力
量应该团结起来，为促进贸易开放和
推动广泛对话作出贡献。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

表示，贸易开放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都带来了红利。他预计此次峰会上
将响起要求保持全球贸易开放的呼声。

凝聚各方共识
面对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

量，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人们需要做
出选择——是合作共赢还是走向对
抗？在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
蒂芬·佩里看来，唯有加强合作，才能
消弭误解、实现共同发展。

合作的前提是各方的共识。巴西
外交部经济和金融事务负责人、巴西
G20峰会协调人罗纳尔多·科斯塔表
示，在国际经济遇到挑战、不确定性增
加的时刻，保证多边协调机制尤为重
要。巴西对这次峰会期待高，希望能
够达成共识。

促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强

化多边贸易体制，需要一个更具权威
性和有效性的世贸组织。本次峰会
上，预计各方将围绕如何对世贸组织
进行必要改革展开讨论。

巴尔塞纳认为，贸易问题是本次峰
会的一大重点，而世贸组织改革问题无
疑将得到讨论。她说，建立更有效的贸
易纠纷解决机制，寻求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的平衡发展等内容至关重要。

期待中国作用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向致力
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公
正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在此
次峰会上的声音和作用备受期待。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
家艾伦·白睿告诉记者，两年前中国成
功举办G20杭州峰会，相信中国将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带来更多的全球化构想。

拉里奥诺娃表示，中国2016年主
办G20杭州峰会，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达成“杭州共识”。2017年G20汉堡峰
会期间，与会国家再次确认杭州峰会成
果。这其中就有中国为巩固G20框架
下的多边机制、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所
作的贡献，希望这些共识能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峰会期间得以重申和延续。

此次峰会在拉美举行，拉美国家对
中拉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充满期待。

巴尔塞纳表示，中国在谋求自身
发展的过程中，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
寻求共同发展。拉美国家已经看到了
这一点，与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加强
经贸往来的意愿日益强烈。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
25日电）

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三大看点

145头领航鲸搁浅新西兰海滩
半数已经死亡

新西兰环境保护局26日说，上周末多达145
头领航鲸（又名巨头鲸）在新西兰南部斯图尔特岛
海滩集体搁浅。

一名徒步者24日晚向环保局报告，斯图尔特
岛海滩上两群领航鲸搁浅，鲸群相隔大约2公
里。环保局官员赶至现场时，半数鲸鱼已经死
亡。斯图尔特岛位于新西兰南岛以南30公里。

新西兰环保部官员雷恩·莱彭斯说：“令人难过
的是，成功让存活的鲸鱼回归大海可能性极低。”

在莱彭斯看来，搁浅地点偏远、缺乏救援人员
以及存活鲸鱼状态不断恶化，意味着“最人道的做
法是施行安乐死”；“这一向是令人心碎的决定。”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