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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3月 5日电（记者王子
辰）华为网络安全透明中心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揭幕，通过这一中心可直接接触到华为的
源代码。

布鲁塞尔是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据
华为公司介绍，该中心立足欧洲，主要履行三类
职能。第一，展示与体验：展示华为从战略、供
应链、研发，到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端到端的网络
安全实践，包括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物
联网、云等华为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网络安全体
验。第二，交流与创新：与关键的利益方分享华
为在网络安全战略、端到端的网络安全以及隐
私保护实践，与业界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和推动
相关安全标准与验证机制的建立，推动全行业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技术创新。第三，安全验证
服务：向华为客户提供产品安全测试和验证的
平台与服务。

华为网络安全透明中心
在布鲁塞尔揭幕
通过这一中心可直接接触到华为的源代码

美高官称

若朝鲜不弃核
美国将加强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3月5日电（记者
朱东阳 刘品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5日说，如果朝鲜不愿
放弃核武器，则美国不仅不会解除对
其制裁，还会加强制裁措施。

博尔顿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商
业新闻电视台电视节目专访时表示，
在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后，朝鲜或
将做出决定，显示其是否有诚意与美
国对话并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如果朝方不愿这么做，美国不仅
不会解除对该国制裁，还将在制裁措
施上寻求“加码”。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网站称，朝鲜在河内会晤后开始寻
求“迅速重建”西海卫星发射场里的远
程火箭发射地。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于2月
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但此
次会晤比原定计划提前结束。因在解
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分
歧，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保护海底通信光缆
你我共同责任

海南出省海底通信光缆是海南省连接外界通信最重要
的传输通道。海南出省海底通信光缆主要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海岸段至徐闻县海安镇海岸段及海南临高角至广西北海
海域。海洋工程施工、船只抛锚拖锚、设置定置网、渔业养
殖、打桩、挖沙等都会破坏海底通信光缆。人为破坏海底通
信光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将追究当事人刑
事责任。

请在海底通信光缆敷设区域作业的单位和个人注意保
护海底通信光缆。保护海底光缆，你我共同责任！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通知
致：海口桥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日，贵我双方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我公
司选聘贵公司对“金鹿花园三期”项目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目
前该项目尚在建设中，贵司尚未提供前期物业服务。考虑到金鹿
花园一期、二期项目的物业服务公司均为海南联晟瑞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为保持物业服务的统一性，保证物业服务的质量，我公司
决定选聘海南联晟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金鹿花园三期”项目
提供前期物业服务，为此，特向贵司通知如下：

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解除贵我双方于2017年5月1日签订
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请贵司收到本通知后尽快与我司办理解除合同相关手续。
特此通知！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10-2-1地块的用地性
质。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 3月7日至2019年4月5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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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L-10-2-1地块用地性质修改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7日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在《海南日报》A05版刊登的《儋

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现将更正事项公告如下：原海南
省儋州市海头镇港口管区5438.34m2商业、服务业用地（共三宗）
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3169.78m2建（构）筑物,参考价：
1142.854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现更正为儋州市水产供
销公司海头水产站位于儋州市海头镇港口管区商业、服务业用地

（A1地块、A2地块、A3地块）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
（构）筑物。A1地块面积1287.86m2，建筑面积608.8m2，参考价：
212.103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A2地块面积1977.98m2，
建筑面积1465.18m2，参考价：474.7272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
元，A3地块面积2172.50m2，建筑面积1095.8m2，参考价：456.023
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现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融合中心项目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聘请招标代理机构。现
公告如下：

报名要求：
（1）依法注册并在省级财政厅备案的招标代理机构；
（2）代理机构近三年内承接过大型信息系统集成等

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3）代理机构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

记录；

（4）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原件备查）；

（5）提供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的标准（加盖公章）。
报名时应提供上述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

公章）。
报名时间：2019年3月6日至3月8日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66810731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17楼

关于聘请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项目是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位于文

昌市东郊镇东北侧滨海地区，北起海南航天发射场控制区约1.8公里，
沿海岸线西南方向延伸约4100米，项目用地6046亩已经征收完毕。
项目搬迁房屋涉及东郊镇泰山村委会的泰山1、泰山2、泰山3、泰山4、
泰山5、泰山6、泰山7、泰山8、前进村委会前进4、前进5、前进10、前进
11、后垅、桥头山南、桥头山北，下崀、大海和东沟等18个村民小组。目
前，已启动房屋征收及搬迁安置补偿工作，为切实维护项目区内广大
外出人员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文昌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项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房屋搬迁安置方案》和《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项目华侨和外出
人员房屋补偿方案》的通知（文府〔2018〕220号）精神，现将本项目房屋
征收及搬迁安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请相关华侨及外出人员于
2019年3月20日前到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项目指挥部填写《海南
航天发射场配套区项目搬迁村庄华侨及外出人员安置申报确认表》，
并提交身份证及户口本等户籍证明材料。相关华侨及外出人员如需
组户购买安置房或购买宅基地的，应在填表时一并提出申请，逾期不
申请的，视为放弃申请组户购买安置房或购买宅基地权利。二、相关
房屋评估初步结果已经于2019年2月3日前在相关村民小组进行公
示。现再次要求相关华侨及外出人员必须于2019年3月20日前提供
相关房屋产权相关证明材料，同工作人员依法确认房屋产权和评估
结果。三、要求华侨及外出人员必须于2019年4月13日前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逾期者将依法公证保全后对被征收房屋进行拆除。四、
对因特殊情况华侨及外出人员无法亲自回来办事相关手续的，必须
在上述时间期限内提交委托书，委托在家亲属办理相关手续，如在国
内居住者委托书必须由当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在国外居住者委托
书必须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属于继承、判决等非户主本人前来
办理相关手续的，还应提交合法的相关法律文书。望项目区内广大搬
迁群众以及外出人员和华侨、港澳台同胞对以上各项工作予以配合
并转告相关权益人。特此公告

文昌市人民政府 2019年3月6日

公 告 文府〔2019〕28号

变更公告
就海口市海贸大道西侧的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2月2日在《海南日报》A11版刊登的
（2019）第6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对原公告做以下调整，其他挂
牌出让条件不变：

一、原公告中竞买人资格（二）变更为“竞买人（或其实际控
制人名下全资企业）须具备民航总局核准的航空货运资质，且
自购全货机不少于20架（不含无人机）”。

二、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19年3月12日16：00（北京时
间），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19年3月14日16:00（北京时
间）。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7日

第89届日内瓦车展5日正式对
媒体开放，来自全球40多家车企的近
百款全球和欧洲首发车型在展会上亮
相，电动化趋势似乎已成为众多车企
对行业未来的共识。

作为每年最早开幕的欧洲车展，日
内瓦车展素有汽车行业“风向标”之称，
而在今年的展会上，这一“风向标”明确
地指向电动化。在5日首发的约百款
车型中，近半数为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包括奥迪、宝马、奔驰等
在内的全球主要汽车厂商都在展台突
出位置展示自己的电动或电混车型。

奥迪近年来频频在电动车领域展
现雄心，继去年日内瓦车展期间推出全
电动车型e-tron quattro之后，又在
今年带来了全球首发的新款纯电动概
念车型Q4 e-tron。作为一款紧凑型
SUV，该电动车型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并预计将于2020年底投入量产。

在奥迪展台，还有4款纯电动车
型和4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同时亮
相。奥迪公司表示，公司将全面启动
电动化战略，到2025年将在全球主要
市场推出12款电动车车型，计划电动
车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三分之一。

同样推出电动概念车的还有大众
汽车公司。这款名为 ID.BUGGY的
全地形电动概念车取消了汽车顶篷和
车门的设计，车内采用防水材料。这
款电动车选择将高压电池组集成于车
底，在挑战各种地形条件时续航里程
可达250公里。据悉，大众汽车计划
在2025年前推出10款电动车型。

在电动汽车领域，梅赛德斯-奔
驰另辟蹊径，选择了不同的细分市
场。奔驰将本届车展首发的EQV概

念车定义为全球豪华车中的第一款纯
电动MPV，续航里程可达400公里，
充电15分钟可以行驶100公里；同
时，奔驰还推出了首款名为EQ Sil-
ver Arrow 01的纯电动赛车。奔驰
公司表示，目前正投入100亿欧元用
于研发电动汽车及打造新的全球电池
生产网络。

本届车展上，宝马集团一口气推

出了6款全球首发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型，其中包括刚上市不久的X5系
列下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X5
xDrive45e。宝马集团董事长克吕
格尔表示，到明年年底，宝马将推
出10余款全新及升级的电动产品，
并将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充
电服务设施。

尽管沃尔沃并未在此次车展设立

展台，但该集团旗下的子品牌Polestar
在展会上发布了自己的首款纯电动车
Polestar 2。作为沃尔沃旗下的高性
能电动车品牌，Polestar创立于2017
年，并曾于去年日内瓦车展发布过混合
动力车Polestar 1。Polestar 2将在
2019年下半年开始量产，预计未来进
入中国市场时，还将与高德地图、科大
讯飞等展开技术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各大汽车厂商纷纷
启动电动化战略，与欧盟国家间此前达
成的汽车减排新规不无关系。欧洲议
会及欧盟国家在去年12月份已达成协
议，计划到2030年，欧盟新车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比2021年减少37.5%，而货
车的减排目标则降至31%。

（新华社日内瓦3月5日电 记者
凌馨）

瞧！日内瓦车展“主打”电动汽车
电动化趋势已成为众多车企对行业未来的共识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韩
美每年例行举行三场大规模军演，分
别是春季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
九月份的“乙支自由卫士”。

朝鲜认定这类军演是对朝方的威
胁和恐吓，一直强烈要求韩美停止。

韩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本月3
日分别宣布从今年起停止举行“关键决
断”和“秃鹫”联合军演，为旨在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创造条件。

韩美官员说，韩美商讨并决定缩
减春季军演规模“已经有一段时间”，
与2月底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无关。

其中，2007年以来以电脑模拟为
主要形式的“关键决断”停用这一代
号，改为韩文名称“同盟”；延续58年
的实兵野战演习“秃鹫”完全终止，改
由贯穿全年的小规模演练替代。

韩美4日至12日举行今年第一
次“同盟”指挥所演习，故名“19-1同
盟”演习，与“关键决断”相比兵力减
少、日程减半。

随着韩国政府人士6日披露“乙
支自由卫士”同样将取消，这意味着韩
美三大军演今年都将终止，由小规模
演习取代。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一名韩国政府人士6日告诉韩
联社记者，韩国军方计划5月27日
至30日首次举行代号为“乙支太极”
的民官军联合演习。

往年，韩国政府举行“乙支”演
习，作为韩美大规模联合军演“乙支
自由卫士”的组成部分；韩国军方则
单独举行“太极”演习。

从今年起，“乙支”演习和“太极”
演习合并为“乙支太极”演习，采用民
间、政府、军方共同参与的新演习模
式，不仅操练抵御外部军事侵略，而
且练习应对恐怖袭击、大规模自然灾

害等事件。
据这名消息人士披露，通常8月

举行的“乙支自由卫士”今年预期会
正式取消。

“乙支自由卫士”美韩大规模
联合军演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最
初代号为“乙支焦点透镜”，2008
年改为现名。

美朝领导人 2018 年 6 月首次
会晤，美韩随即叫停同年 8月“乙
支自 由 卫士 ”军演 。 这 一 军 演
2017年 8月举行，为期11天，美方
出动大约1.75万名军人。

韩国政府人士6日说，军方打算5月下旬举行首次“乙支太极”演习。这一演习由韩美军演中的部分项目
与其他演习合并而成，而原定八九月举行的韩美大规模军演“乙支自由卫士”预期将予取消。

这意味着，“关键决断”、“秃鹫”和“乙支自由卫士”韩美三大军演今年都将终止，由小规模演习取而代之。

韩国政府披露新方案

韩美今年终止三大军演

两场演习合并 三大军演停办

美国载人版“龙”飞船即将返回地球

巴基斯坦称驱离印度潜艇
印度否认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伊斯
兰堡和驻新德里记者报道：巴基斯坦军方5日说，
巴海军舰艇4日晚间监测到一艘企图入侵巴领海
的印度潜艇，随后成功将其驱离。印方对这一说
法予以否认。

巴三军新闻局发表声明说，这艘印度潜艇
试图从巴南部海域进入其领海，但巴海军监测
到该潜艇位置，并采取行动迫使其撤回了印度
领海。

巴海军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巴海军将
继续保卫本国海疆，也有能力对任何侵犯进行反
击。

印度海军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巴基斯坦“散布
错误信息”。印度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巴方
发布的相关视频是根据2016年11月的一段视频
篡改的。

2月14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爆炸袭
击，至少40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身亡。
印度指责巴基斯坦与此次袭击“有关”，巴基斯坦
则抗议印度“无端指责”。双方关系骤然紧张，并
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地面和空中冲突。

3月6日，宾尼法利纳Battista电动跑车亮相日内瓦车展。 新华社/美联

这张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照片显示，3
月2日，测试假人和一个玩具在“龙”飞船内。

在美国载人版“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对
接后，空间站的3名宇航员5日恢复了正常作
业。按计划，“龙”飞船将于8日脱离空间站返回
地球。载人版“龙”飞船2日首次试飞，3日成功
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