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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15个月“反贪风暴”

沙特反腐调查追回约1070亿美元资产
沙特阿拉伯1月30

日结束为期15个月“反
贪风暴”，沙特阿拉伯王
宫办公厅30日晚发布
声明说，调查报告显
示，期间检方传讯381
人，追回 4000 亿里亚
尔（约合1070亿美元）
资产。

一些分析师解读，
结束“反贪风暴”意味
着沙特政府希望“向前
走”。

沙特王室法院1月30日声明，王
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领导的最高反
腐委员会已经完成工作。

这一反腐机构共传唤381人。87
人认罪，与政府达成协议后获释。政
府收缴资产超过1060亿美元（约合
7114亿元人民币），包括现金、房产、
证券和企业。

声明说，56人面临刑事犯罪指
控，检察机关将继续调查。另有8人
拒绝与政府达成协议，面临贪腐指
控。声明没有提及哪些人依然遭拘押
以及拘押他们的地点。

沙特2017年11月刮起“反贪风
暴”，把200多名嫌疑人“请进”位于首
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包括号

称“中东巴菲特”的沙特首富阿勒瓦利
德·本·塔拉勒王子、国民卫队司令米
特阿卜·本·阿卜杜拉王子、前利雅得
省省长图尔基·本·阿卜杜拉王子、前
劳工大臣阿德尔·法基耶、沙特建筑业
巨头本·拉丹集团前董事长贝克尔·
本·拉丹、沙特第二富豪穆罕默德·侯
赛因·阿穆迪。

沙特首富阿勒瓦利德遭拘押80
多天，去年1月27日获释。第二富豪
阿穆迪等8人遭拘押14个月，近期
获释。

丽思卡尔顿酒店去年 2 月重
新开业，依然在押的贪腐嫌疑人
转移至其他地点，包括利雅得一
所监狱。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沙特“反贪风
暴”来得迅猛，去得突然。

一些分析师和批评人士说，这场
“风暴”持续15个月，让外国投资者因
为看不清沙特国内政策而不安。穆罕
默德王储认为，这是他为推动经济改

革而采取的“休克疗法”。
自2017年6月成为沙特王位第

一顺位继承人，穆罕默德王储推动多
项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就业、参与体育
运动等方面赋予女性更多机会，例如
允许女性开车、进入电影院和体育场

馆、参与地方投票以及在工作中承担
更重要的角色。

依照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卡伦·
扬的判断，结束“反贪风暴”似乎释放
沙特政府希望“向前走”的信号。

专注中东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

研究的智库“阿拉伯基金”主管阿
里·谢哈比认为，“反贪风暴”告终
反映沙特政府试图回应国际社会
对反腐“缺乏正当程序、不透明”的
批评。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广告

解除合同通知书
海南现代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村委会分别于1997年8月10日、1999年11月24日
签订了两份《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我村委会将美的坡共
计817.2503亩土地发包给贵司经营，该合同约定如贵司逾期支付
出让金(即土地租金)超过90日，我方有权解除合同。自2015年8
月10日至今的土地租金贵司仍未支付，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我村
委会依法依约有权解除双方合同关系。

我村委会现通知贵司：我村委会与贵司签订的合同自2019年
2月3日起解除。如贵方有异议，请在15天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
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特此告知
通知单位：临高多文镇兰合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王锋
2019年1月30日

现有李怀宝（身份证号：460003197005032615）主张其承揽兰
洋 、两 院 供 电 所 2008 年 卡 脖 子 工 程 、陈 启 生（身 份 证 号 ：
460003196805093438）主张其承揽新洲供电所2008年卡脖子工程、
苏游洲（身份证号：460003196012084638）主张其承揽那大配电所
2008年卡脖子工程、黎永寿（身份证号：460003196609252817）主张
其承揽东成供电所 2008 年卡脖子工程、许藏仁（身份证号：
469003198109261212）主张其承揽那大供电所2008年卡脖子工程、
王孔周（身份证号：460029195710023233）主张其承揽马井、木棠、西
联供电所2008年卡脖子工程，同时向我局主张结算上述工程之剩余
施工费。如任何自然人或企业对上述公告内容存在异议，可在公告期
（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我局联系并登记相关异议情况。

联系人：吴工，13876617858。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

2019年2月 1日

结算工程施工费公告

公 告
黄家驰同志：

因你（440882199104011574）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
今连续旷工，至今未返回单位。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本人或
家属联系，你始终未返回单位。已严重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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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限你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
口车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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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
车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单位则依法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2019年2月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郑洪（身份证号：460029197504080615）及配偶周怡冰（身
份证号码：460026198005052746）：

根据借款人郑洪及配偶周怡冰与我行于2016年5月4日签
订的《个人授信协议》（协议编号：8160427372002）、《个人贷款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8160427978007）及于2016年7月5日签订
的《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8160705085007），我行已按
约向郑洪提供贷款，鉴于郑洪目前已违反《个人授信协议》第
21.1.3条及《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第26.1.3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
2019年1月28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
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
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
￥112,130.31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计至
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2019年1月31日，
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112,130.31 元，利息、罚息、复息共计
￥1,585.21元；2019年2月1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
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8160427978007、
8160705085007的《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9年2月1日《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S1-2-11（局部）

用地规划指标确定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嘉积镇人民路
西侧，北侧临近爱华路，用地面积为2164平方米。现拟确定地块规划控制
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月1日至3月1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
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南日报
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
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
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
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31日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S1-2-11（局部）用地规划指标确定的公示

项目位于琼海市潭门镇凤头村嘉潭公路北侧，用地面积59886m2。
2015年3月原市规划建设局批复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海建审批[2015]21
号），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总建筑面积103635m2（计容面积93772m2）,容
积率≤1.6，建筑密度≤22%，绿地率≥46%。建设单位拟对项目内未开发
建设用地的规划布局和功能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为：总建筑面积130087.08m2（计容建筑面积95531m2）,容积率≤1.595，
建筑密度≤28.87%，绿地率≥40.5%。2018年第7期琼海市城乡规划委
员会审议后原则同意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修改后方案）。为了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7个工作日（2月1日至2月14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地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
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
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31日

关于海宝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设计方案调整的公示

新华社布鲁塞尔 1 月 30 日电
（记者任丽颖 王子辰）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 30 日就英国议会要求修改

“脱欧”协议做出回应。他表示，欧盟
不会与英国政府就“脱欧”协议重新
谈判。

容克当天在欧洲议会说，欧盟与
英国此前达成的“脱欧”协议是最好、
也是唯一的“脱欧”安排。欧盟已反复
表达过此立场。英国议会下院的投票
结果不会改变欧盟的态度。

容克表示，欧英双方都曾反复清
晰地表达过爱尔兰岛上不能再设“硬
边界”这一共同立场。为了防止重蹈
历史覆辙，需要“备份安排”作为一种

“保险”。
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

当天也在欧洲议会表示，包含“备份安
排”的“脱欧”协议是欧盟与英国艰苦
谈判的结果，容不得重新谈判。

英国政府此前与欧盟达成了一份
“脱欧”协议。本月15日，英国议会下
院投票否决了这份协议。29日，英国
议会下院通过一份有关“脱欧”协议的

修正案，要求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谈
判，用新方案取代现有协议中有关“爱
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这意味着英
国政府将试图与欧盟就“脱欧”协议重
新展开谈判。

目前“爱尔兰边界问题”是整个
“脱欧”协议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根据
此前达成的“脱欧”协议，如果英国与
欧盟在“脱欧”过渡期内无法协商出一
份关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贸易的更好
方案，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启动“备份安
排”，其主要内容是不在北爱尔兰地区
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设置“硬边
界”，即避免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
检查设施，但这一安排没有明确的截
止日期。

欧盟与英国在不设置“硬边界”问
题上有原则性共识。但另一方面，在
英国“脱欧”后，如果英国北爱尔兰地
区与爱尔兰之间仍然一直没有边界，
且双方的人员和货物仍可自由来往，
那么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事实上就与

“脱欧”之前无异。持强硬“脱欧”立场
的英国人对此表示反对。

缴
资
产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

欧盟不会与英方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 30日电
据伊朗媒体30日报道，一批共30
吨“黄饼”已被运送至伊朗中部伊斯
法罕地区的一座铀转化厂。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当
天在伊朗亚兹德省阿尔达坎市的一
座“黄饼”生产厂宣布，这里生产的
30吨“黄饼”已被运往伊斯法罕的
铀转化厂。

“黄饼”是铀的氧化物，通常从
粉碎后的天然铀矿石提取而来。它
是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一种中
间产品，但并不能直接用于核反应
堆，而一般用于提炼浓缩铀。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
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
计划，包括停止高丰度浓缩铀活动，

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 5月

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方随
后逐步重启因协议而暂停的对
伊制裁。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运送30吨可提炼为浓缩铀的“黄饼”至铀转化厂

新华社德黑兰1月30日电 据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在
30日举办的军事成就展上发布了
一系列新型国产无人机和导弹。

据报道，伊朗军方当天正式推

出的无人机和导弹中，“卡曼-12”
型无人机重450公斤，能携带100
公斤的有效载荷，作战半径1000公
里，能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连
续飞行10小时。另外，“萨额科赫-

2”型无人机和“沙赫德-129”型无
人机均配备光学、激光和红外设备
进行制导，可携带炸弹和导弹进行
监视、侦察和作战行动。

伊朗军方还展出了两种配备

在新型无人机上的导弹。“阿卡赫
噶尔”型导弹长1.7米，射程300公
里，飞行时速600公里。“克萨德-
3”型导弹长 5.15 米，射程 100 公
里，飞行时速600公里，弹头最重

可达453公斤。
此外，一种型号为“沙欣”的反

导导弹也首次在展会上亮相。这种
导弹用于干扰敌方雷达和电子设
备，将配置在伊朗空军战斗机上。

伊朗推出新型国产无人机和导弹

缅甸央行宣布
人民币为官方结算货币

新华社仰光1月30日电（记者庄北宁 车宏
亮）缅甸中央银行30日发布通告，宣布增加人民
币和日元为官方结算货币。

缅甸央行在通告中说，为促进国际支付与结
算和边境贸易发展，准许使用人民币和日元作为结
算货币进行国际支付。除获得许可的银行外，暂不
允许其他机构和个人开设人民币和日元账户。

缅甸央行一名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人民币纳入结算货币后，缅中边贸支付和结算
将更加便利。

中缅长期以来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缅
甸先前批准的官方结算货币包括欧元、美元和新
加坡元。

俄军计划年内
恢复对北极的战机巡逻

据新华社莫斯科1月30日电（记者刘洋）据
俄罗斯《消息报》30日报道，俄国防部表示，俄将
在今年内恢复对北极地区的战机空中巡逻，这一
任务将由俄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两个米格－
31BM大队承担。

据俄媒报道，两个米格-31BM大队的驻地
分别在俄西部城市摩尔曼斯克和俄东部堪察加边
疆区，将分别负责北极西部和东部空域的巡航。

俄军方认为，米格－31BM适于完成北极巡
逻任务。据俄罗斯媒体提供的数据，这种远程截
击机航速可达每小时3000千米，升限为20.5千
米，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条件下平均航程为3000
千米。由四架米格－31组成的飞行编队能控制
800至900千米宽的空域。

俄罗斯近年来不断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力
量。2014年12月，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基础上组
建北极战略司令部，负责管辖俄在北极地区部署
的所有部队。

美证实美朝领导人“再会”
选址亚洲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月30日证实，正
在筹备的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定于2月底在亚
洲举行。

特朗普1月18日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委员长金英哲在白宫会面，选定美朝领导人第
二次会晤地点。蓬佩奥1月30日依然没有公布
具体地点。

多名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两周前说，越南希
望成为这次会晤的举办地。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
透社记者，越南首都河内正在准备迎接金正恩做
国事访问。越南方面上周说，没有收到有关朝美
领导人会晤举办时间和地点的通知，但自信有能
力举办这场会晤。

国际媒体猜测，越南岘港、泰国曼谷、美国夏
威夷和美朝领导人首次会晤举办地新加坡是二次
会晤备选地点。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1月30日，在巴西布鲁马迪纽，一架救援直
升机运送溃坝事故遇难者遗体。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30日晚通报
说，在第六天的搜救行动后，该州发生的溃坝事
故已确认造成99人死亡，仍有259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巴西溃坝事故遇难人数升至99人

﹃
向
前
走
﹄

1月29日，在英国伦敦，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外。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