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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展销会
倒计时8天

1000份惊喜礼品等你来！
从地头到展会农产品生鲜
成本价品种多消费者满意
市内有四条公交车免费专线直达五源
河展会。
地址：海口五源河体育场。

海口美丽沙项目0801地块项目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美丽沙项目0801地块项目位于海甸岛西北部，属《海口美
丽沙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0801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576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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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47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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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5日至01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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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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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5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2月13日10时至
2019年2月14日10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路海悦东方（B5）18层1803
房产［产权证号：YG074396］。

起拍价：160万元，保证金：16万元，増价幅度：0.3万元。
二、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9年1月12日10时至

2019年2月12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有意者请提前与
本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或自行前往看样。

四、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
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

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五、拍卖成交买受人付清全部拍卖价款后，凭本院出具的文书

自行至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和
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及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

六、拍卖余款请在拍卖成交后七个工作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银行付款方式：银行汇款到法院指定账户
（户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丘海支行，账号：1010853590000002）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委托法院发布的拍卖

须知。标的物情况介绍摘自（海南）正理【2018】房（估）字第0832号
鉴定报告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一月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路海悦东方（B5）18层1803房产的公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月

16日00:00-06:00对南海云平台到海口信息中心的

网闸进行双网闸调整，在调整过程中，预计影响南海云

到海口市信息中心之间的专线业务会中断约15分

钟。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68722222或10000后，请按“9”进行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月15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海口培正机动车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562402378P，注册资

本400万元，与海南青云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CNM5X1，注册资本150万元，拟采取吸收合

并方式进行合并，海口培正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续存，海南

青云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依法注销。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合

并后的续存的海口培正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

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进行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海口培正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海南青云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琼山区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征集启事
明昌塔作为旧日美舍河畔重要的人文景观，传承着琼台文化。

重建明昌塔，能够活化海口这座城市的记忆，将让琼台文化的“海南
记忆”得到延续。为了传承和展现明昌塔、大悲阁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区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

【征集范围及内容】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主要反映原明昌塔
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艺术价值的古建材，在时空上从远古直至
近代充分展现明昌塔研究意义，包括典型实物、石柱础、古建筑构
件、砖块、木材、陶瓦、石鼓、屏风、砖柱、门、石牌匾、桌椅、板凳、雕花
板、窗格、传统家具床、椅、凳、桌、案、几、柜、架具、箱等。

【征集方法】（一）捐赠。经专家鉴定，凡符合捐赠标准的，将颁
发捐赠证书，在使用捐赠品时注明捐赠人名称。（二）收购。经专家
鉴定及评估后，对符合收购标准的旧物协议收购。（三）复（仿）制。
个人或社会团体向我局提供复（仿）制件，或者提供高清照片及尺
寸，由我区有关部门组织复（仿）制。

【收藏与利用】征集的旧物，可利用的古建材融入新塔建设中，
其它的进行陈列收藏；本着“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妥善保
管和使用。

【联系方式】联系人：陈泉浩、符森
联系电话：0898-65826322 邮箱:qtfxb6322@163.com
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中山北路22号 琼山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发展局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恢13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 琼0106执恢131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2月20日10时至2019年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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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秀路
侨中公寓B2型104房。

起拍价：750, 000元，竞买保证金：150, 000元。增价幅度：

10, 000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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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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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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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九年一月十日

特朗普警告土不要进攻叙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希望特朗普“分清敌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3日警告土耳其
不要进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否则土耳其经济
会遭受“重创”。土耳其方面回应，希望特朗普
“分清敌我”。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写
道：“如果他们打库尔德人，将会重
创土耳其经济。”他没有详述土耳
其经济为什么会遭受重创。

美国政府去年12月宣布将从
叙利亚撤出美军。叙利亚库尔德
人担心，美军一旦撤出，他们将面
临土耳其军事打击。

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由美国及其盟友扶持，土耳其方面
认定它是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
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把它列为“恐
怖组织”。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和其他官员多次警告，将

出兵叙利亚北部，进攻库尔德武装
控制区。

美方一直试图说服土方不要
进攻库尔德武装。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6日访
问以色列时说，美军从叙利亚撤军
有前提条件，包括铲除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在叙残余势力和确保
库尔德武装获得保护。

博尔顿 8 日到访土耳其，没
有获得土方不进攻库尔德武装的
保证。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
武什奥卢10日说，无论美军是否撤
出，土方都将打击库尔德武装。

另一方面，在同一篇“推特”文
字中，特朗普说他“不想库尔德人
挑衅土耳其”，应该设立一个“安全
区”。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2日
与恰武什奥卢通电话后说，相信能
找到两全之策，既消除土方对国家
安全的忧虑，又避免库尔德武装遭
受打击。只是，土方仍然没有承诺
不对库尔德武装动武。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
卡林13日在“推特”回应特朗普，说

这名美国总统犯下“严重错误”，不
应把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库尔德工
人党和“人民保护部队”“划等号”。

这以前，埃尔多安8日没有与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
顿会面，同一天在土耳其议会批评
博尔顿“犯了严重错误”。

“恐怖分子不能成为你的伙伴
和盟友，”卡林13日写道，“土耳其
希望美方尊重我们之间的战略伙
伴关系，不要让这种关系受恐怖分
子的宣传影响。”

特朗普突然宣布要撤军，让美
国的一些盟友忧虑。

特朗普13日再次为撤军决定
辩护。他在“推特”写道，美国在叙
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伊朗
和叙利亚政府“一直是最大受益
者”。

“我们也受益，”他说，“但现在
是让我们的军队回家的时候。停止
这场无止尽的战争。”

按照特朗普的设想，美军开始

撤出叙利亚，同时可以从“许多方
向”继续打击“所剩无几”的“伊斯兰
国”残余势力；一旦这一极端组织死
灰复燃，美军“将从附近现有基地”
予以打击。

美方现阶段对撤军速度采取模
糊战术，说将“缓慢”撤出、没有时间
表。

以“人民保护部队”为主体的
“叙利亚民主军”13日说，这支武装
过去两天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地

带强化对“伊斯兰国”控制区的攻
势，切断后者逃往伊拉克的路线。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穆斯塔
法·巴利声称，敌人“末日已到”。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
军发言人肖恩·瑞安同一天说，“叙
利亚民主军”的攻势正取得“重大进
展”，但“伊斯兰国”没有被“永久击
败”，仍然对这一地区长期稳定构成

“非常现实的威胁”。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总统出面

沟通无果 坚持撤军

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媒体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沈霆摄）

据新华社柏林1月13日电（记者任珂 张
远）数万德国民众13日参加一系列活动，纪念德
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
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100周年。

柏林当天冬雨绵绵，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纪
念活动主要由德国左翼党组织。当天早上，左翼
党双主席卡特娅·基平和贝恩德·里克辛格与上万
民众一起从法兰克福门广场步行5公里来到位于
柏林市区东部的社会主义者公墓墓地，参与者也
有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古巴等地的民众。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均出生于1871年，早年
投身于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两人在一战中从事
反战运动，发起成立左派“斯巴达克斯联盟”，并在
此基础上于1918年底成立了德国共产党。1919
年1月15日，两人在发起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
总罢工失败后，被德国自由军官团杀害。

印尼打捞起去年失事的
狮航客机第二个黑匣子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 14日电 印度尼西亚
搜救人员14日将去年10月底失事的狮子航空公
司客机的第二个黑匣子——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打
捞出水。

去年10月29日，狮子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从雅
加达起飞后不久坠入爪哇海海域，181名乘客和8
名机组人员遇难。

德国民众纪念
德共创始人遇害100周年

1月13日，在德国柏林，人们参加纪念活动。
新华社/法新

1月14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救援人员
在坠机现场工作。

一架伊朗货运飞机14日在伊中部一座机场
降落时失事，货机载有16人，仅1人幸存。

与伊朗军方关系密切的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空
军一份声明：“一架运送肉类的（波音）707型货运
飞机今天上午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起
飞，在法特赫机场紧急降落。它在降落时滑出跑
道，撞上跑道末端的围墙后起火。”

声明说，军方仍在调查“事故细节以及机组人
员的牺牲或负伤情况”。 新华社发

伊朗一架运输机失事
1人幸存15人遇难

伊朗外交部 13 日召见波兰驻
伊朗临时代办，抗议波兰和美国下
个月在波兰首都华沙合办旨在“反
对伊朗”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两天前，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
和波兰2月13日至14日将在华沙共
同举办中东问题国际会议，议题包
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导弹发展
和核扩散等。波兰外交部次日证实
这一消息。

伊朗：愤怒
伊朗外交部 13 日召见波兰驻

伊朗临时代办沃伊切赫·乌诺尔特，
抗议波兰举办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同时呼吁波兰不要站在美国一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
以伊朗外交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在伊朗看来，波兰决定主办这次
会议是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可
能招致伊方报复。

另外，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

部发表声明，伊方暂停定于本月晚
些时候在首都德黑兰启动的波兰电
影周项目，直至波方重新考虑自己
的立场，对伊方作出“恰当举动”。

伊朗副总统埃沙格·贾汉吉告
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记者，美国制
裁没有能够击倒伊朗，因而举办这
次会议。“美国人以为（制裁）压力会
击垮伊朗经济，他们想让我们的石
油出口额度降至零，但没有成功，”
他说，“他们现在决定在欧洲举办反
伊朗会议。”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11日在社交网站“推特”
留言：“波兰政府无法洗掉耻辱：伊
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拯救了波
兰人，它（波兰）现在却上演反伊朗
闹剧，这令人绝望。”

二战期间，伊朗接纳超过10万波
兰难民。扎里夫以“闹剧”讽刺定于
下个月召开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波兰：澄清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3

日说，与会国不局限于美国、欧洲
和中东国家，还包括一些亚洲、非
洲国家。

对伊方担忧，波兰方面解释，开
会目的不是反对伊朗。

波兰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说
国际社会有权讨论各种地区和全
球事务、波兰有权与其他国家联合
举办类似会议，下月会议旨在探讨
一个谋求实现中东稳定和繁荣的
行动纲领。

波兰外交部长雅采克·查普托
维奇同一天说，会议可以让美国和
欧洲联盟探寻一个更接近的对伊立
场；波方支持欧盟为维持伊核协议
所作努力，但仅靠伊核协议无法遏
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

美国政府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
核协议并全面恢复对伊制裁，欧盟
试图挽救这一多边协议，竭力避免
对伊施加制裁。

伊朗和波兰关系良好。伊核协
议 2015 年 7 月达成后，伊朗和波兰
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两国2015年双

边贸易额大约8000万美元，两年后
陡增至大约2.3亿美元。

美国：游说
蓬佩奥正在中东访问，可能将

把特朗普政府反对伊朗的信息传递
给这一地区。

美联社报道，蓬佩奥将呼吁沙
特阿拉伯等国加强对伊施压，同时

“推销”阿拉伯版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即“中东战略联盟”。

“中东战略联盟”由美国联合沙
特、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
塔尔、阿曼、巴林、埃及和约旦等国，
在安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抗伊朗。

就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议题，
蓬佩奥 13 日在卡塔尔说：“我们将
在许多问题上努力……包括打击

‘伊斯兰国’以及讨论如何让伊朗表
现得像个正常国家。”

他11日出访中东前说，会议将
着力中东稳定和安全，包括探讨如何

“确保伊朗不再是一个破坏地区稳定
的因素”。美方先前指认伊方支持恐

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伊方否认美
方指控，反指美方在中东部署军队致
使地区局势紧张和不稳定。

披露：选项
美国《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

美国驻伊拉克外交设施去年9月遭
迫击炮袭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随后要求五角大楼提供军事打击伊
朗的“选项”。

这一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五角大楼依据白宫方面要求起
草动武方案。不清楚美国打击伊朗
的军事计划当时是否已经成形。

美国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处外
交设施去年9月遭3枚迫击炮袭击，迫
击炮弹落在一片空地，没有人员伤亡；
两天后，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向美国驻
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领事馆发射3
枚炮弹，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美方归咎伊朗，指认威胁来自
伊朗部队或伊朗军方支持的武装
组织。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波兰下月合办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伊朗斥会议旨在“反对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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