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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通 告
我行定于2019年4月14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级，

14日凌晨4：00-7：30之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

端停止对外服务，13日凌晨4：00-4：05以及6：00-6：15期间

我行所有业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请通过

短信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4月13日

关于G9812海文高速公路K50+600至K51+300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英城互通跨线工程施工建设的需要,为
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
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11月30日
二、管制路段及管制方式
根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G9812海文高速公路K50+

600至K51+300采取封闭左幅(文昌往海口方向)施工,右幅双向通行
的交通管制。

请途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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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8日

和风家园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

用地总面积为907342.667平方米（约合1361.014亩）。和风家

园配套道路四号道路范围内，现有两座坟墓还未迁移，坟主分

别是:迈雅村-张从政，俊雅村-吴清涛。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

建设，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请坟主相关亲属到所属镇国土

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符先生：13976870280

美 兰 区 土 地 征 收 办 公 室

迁 坟 通 告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4月13日

机场二期周边路网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范

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279580.33平方米（约合419.37亩）。

项目涉及灵山镇村民小组有东排村、群祥村、博罗村、大顶村、

后坡村、下园村、连科村、迈聘村、茂山村。该项目近期内将开

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到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演丰镇吴先生:13976960066

美 兰 区 土 地 征 收 办 公 室

迁 坟 通 告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4月13日

忍够了？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1 日电
（记者刘阳 孙丁）美国弗吉尼亚
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 11 日发布
声明，指控“维基揭秘”创始人朱
利安·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
政府涉密电脑的密码，最高面临
5年监禁。

声明说，阿桑奇在 2010 年 3
月协助美国陆军前情报分析员切

尔西·曼宁破解了一储存在美国国
防部电脑上的密码。这台电脑连
接在政府内部用来传输涉密信息
的网络上。密码破解后，曼宁可以
他人身份下载秘密信息并传送给

“维基揭秘”。
声明列举了两人在破解密码期

间的对话记录，以证明两人有“合
谋”行为。

声明说，由于阿桑奇涉嫌犯
罪，英国警方根据美英引渡协议当
天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将阿
桑奇逮捕。

据报道，英国警方在厄瓜多尔
政府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后将其
逮捕。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11日宣
布终止向阿桑奇提供外交庇护。他

在一条当日凌晨公布的视频中说，
阿桑奇多次违反了与厄政府达成的
协议。莫雷诺强调这是厄瓜多尔独
立自主作出的决定。

阿桑奇 2006 年创建“维基揭
秘”网站。2010 年，这家网站公
布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
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

击，引起轰动和争议。同年 11
月，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受到瑞典
检方调查，当时身处英国的阿桑
奇随后被英方逮捕。阿桑奇否
认所有涉嫌罪名。2012 年 5 月，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引渡阿
桑奇至瑞典。同年 6 月，阿桑奇
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
使馆寻求庇护。

遭指控涉嫌破解美涉密电脑密码

阿桑奇最高面临5年监禁

甩掉阿桑奇

厄瓜多尔向美国投桃报李？
“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11日由英国警察拖出厄瓜多尔驻
英国大使馆，随即遭美国检方指控，面临
引渡可能性。厄瓜多尔政府当天早些时
候宣布终止对阿桑奇的外交庇护，取消他
的厄瓜多尔国籍。

多名政治分析师说，最新动向表明，
厄瓜多尔现政府急于摆脱前政府留下
的外交包袱，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阿桑奇2012年保释期间进入厄
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厄瓜
多尔时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答应
阿桑奇的请求，意味着厄瓜多尔与
美国彻底闹僵。

厄美两国关系恶化，肇始于
2007年科雷亚不准美国续租厄瓜多
尔西部太平洋沿岸一座军事基地。
科雷亚当时说，除非美方允许厄方
在美国迈阿密同样设一座军事基
地，否则厄方不会答应美方续租。

科雷亚多次指认美方窃听和监

视他。“收留”阿桑奇前一年，科雷亚
驱逐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两国关
系随即恶化。

阿桑奇栖身厄瓜多尔使馆后，
继续施展个人影响。他时而在住处
会晤媒体和社会活动人士，经由网
络呛声美国。他在使馆养的一只猫
成了社交媒体“网红”。

2017年，科雷亚的副手莱宁·莫
雷诺当选新总统。阿桑奇的日子越
来越不好过，出现他与使馆人员关
系紧张、可能被扫地出门的传言。

使馆方面多次给阿桑奇“断网”，指
认他泄露不利于厄政府的信息。

莫雷诺在公开场合把阿桑奇称
作“遗留难题”和“尴尬存在”。阿桑
奇遭英方逮捕后，莫雷诺在社交媒
体“推特”指认阿桑奇“一再违反国
际惯例和日常生活规定”，“厄瓜多
尔的忍耐已到极限”。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何塞·巴伦
西亚 11 日在议会列出 9 条逐客理
由，小到阿桑奇的扰民作息，大到他
对厄瓜多尔构成的“威胁”。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科雷
亚政府赶上了持续数年的石油开发
红利，有底气与美国“叫板”。莫雷
诺接手时，原油和其他出口商品价
格下跌，经济陷入衰退，不得不寻求
外部援助，同时向美国靠拢。

厄瓜多尔近期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签订协议，贷款42亿美元。美
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去年访问厄瓜
多尔，感谢科雷亚为拉近两国关系
所做努力。

美国托里诺资本公司首席分析
师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说，厄瓜

多尔撤销对阿桑奇的外交庇护，似
乎是“给美国的政治回报”。

厄瓜多尔政治分析师华金·埃
尔南德斯说，厄瓜多尔人对阿桑奇
的同情与日俱减，许多人把他视作

“政治负担”：“把他养在使馆内成
本太高，他不知感恩的态度令人讨
厌。”莫雷诺和其他官员先前多次
用“不知感恩”评价阿桑奇。埃尔
南德斯一句话道出他们的想法：

“阿桑奇只感激科雷亚，不感激厄
瓜多尔。”

厄瓜多尔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亚历杭德罗·奥利瓦雷斯说，
赶 走 阿 桑 奇“ 不 太 可 能 不 受 欢
迎”。他说，在厄瓜多尔等拉美国
家，领导人如果有亲美举动，容易
受到“替美国干脏活”指责，但就阿
桑奇一事，更多是厄瓜多尔国内派
系之间争议。

支持阿桑奇的前总统科雷亚现
在比利时居住，因涉嫌卷入2012年
一起政治绑架案受到司法机关通
缉。他11日批评莫雷诺“懦弱”，指
认后者因为“维基揭秘”曝光海外资
产而报复阿桑奇。

阿桑奇现年47岁，2006年创建
“维基揭秘”网站。

这家网站 2010 年曝光大量关
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
政府秘密文件。2010年，阿桑奇因
涉嫌强奸和性侵犯两名女性，受到
瑞典检察机关调查。他当时身处英
国，遭英国警方逮捕后否认所有罪
名，拒绝前往瑞典接受调查，理由是
可能被引渡至美国，甚至可能遭死

刑判决。
英国最高法院2012年裁定，可

以引渡阿桑奇至瑞典。阿桑奇同年6
月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
馆，2018年1月获得厄瓜多尔国籍。

阿桑奇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
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11 日说，澳
方无意介入阿桑奇案件，因为“那是
美国的事，与澳大利亚无关”。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

官办公室11日发布声明，指控阿桑
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府涉密电脑
的密码，如果定罪将面临最重 5 年
监禁刑罚。

暂时不清楚英国是否会将阿桑
奇引渡到美国。莫雷诺说，应他的
要求，英国政府“书面确认”，不会把
阿桑奇引渡至“他可能受到折磨或
面临死刑的任何国家”。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4月11日，“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
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
11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商业发射，将“阿卫6A”通
信卫星送入太空。

“猎鹰重型”是“土星5号”登月火箭以来发射
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可将约64吨有效载荷（相
当于一架满载的波音737飞机）送入近地轨道，
发射能力是现役排第二的“德尔塔4”重型火箭的
约两倍，而发射成本只有后者约三分之一。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官网显示，“猎鹰重型”发射的标准
价格为9000万美元。 新华社/路透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
首次商业发射成功

俄外交部：

美国制裁给委内瑞拉
造成逾1100亿美元损失

新华社莫斯科4月11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
言人扎哈罗娃11日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
边制裁给该国造成超过1100亿美元损失，与其强
行向委提供数量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如取消
对委制裁。

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支持在委内瑞拉问题上
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和规范，反对外界强行对委
内瑞拉这一主权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

以色列首次尝试登月失败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以色列非营利

性太空组织SpaceIL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11日晚宣布，以色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创世纪”号
未能按计划成功登月。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说，探测器出现了
技术故障，在准备登陆月球数分钟前，探测器与地
面失去联系，撞向月球表面。该公司表示，“我们
上了月球，但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样”。

“创世纪”号2月21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猎鹰9”火箭升空，4月4日进入月球轨
道，原计划在以色列当地时间11日22时25分登
月。据介绍，探测器成功启动了登陆程序，但在距
离月球表面不足10公里处，主引擎突然失灵，导
致探测器无法及时“刹车”以确保缓慢着陆。

当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位于以中
部的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控制室观看登月实
况。登月失败后，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首
次登月未能成功，但“还会再次尝试”，他将考虑启
动以色列的太空计划。

新华社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
月12日电（记者史霄萌 郑明达）当
地时间4月1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与中东欧16国
领导人共同出席第九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16+1合作”保持蓬
勃生机和活力，基础支撑在于经贸合
作的不断发展。在去年世界贸易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与16国贸易额逆
势增长21%，创历史新高，合作前景
广阔。第三方市场合作迈出新步伐，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地方合作日益
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李克强指出，我们愿将“一带一
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推动

“16+1”经贸合作向更广领域、更深层
次拓展。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
步扩大市场相互开放，简化海关手续，
为中东欧国家产品输华提供绿色通
道，加强中欧陆海快线便利化合作，促
进跨境物流提速。

——培育贸易新增长点。进一步
挖掘贸易潜力，优化贸易结构。扩大
农产品贸易，拓展汽车、家电等机电产
品贸易。加强创新合作，推进新业态

新模式合作。
——深化投资和产能合作。中

国政府支持企业按照商业化运作，希
望相关国家坚持公平、公正、非歧视
原则，切实保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合作，本次会晤
将启动“16+1全球伙伴中心”，开通

“16+1中小企业协调机制”网站，为
企业拓展投资合作提供更加便利的
服务。

——扎实推进互联互通。中方
鼓励企业参与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项目融资条件，发展多元
化融资模式。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联合投标、公私合营等建

设模式。支持对项目按规则进行公
开招标。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态
势，指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我
们有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 6%－
6.5%等主要预期目标。我们将着力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壮大发展新动
能；着力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为经济平稳运行
创造条件。

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表示，
本次经贸论坛的主题是“搭建开放、创
新、伙伴之桥”，希望各方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欢迎中国去年

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为各国带来
新机遇。过去几年中东欧国家对华出
口增长近5倍，双方合作更加紧密，有
利于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佩列沙
茨大桥项目是欧盟和中国合作的典
范，将进一步促进互联互通和欧中贸
易往来。

随后，李克强同普连科维奇总理
共同开通“16+1中小企业协调机制网
站”，并同与会中东欧领导人共同参观

“16+1教育合作交流展”，出席中国－
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对接会。

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政府和工
商界代表1000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

王毅、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出席第九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

推动“16+1”经贸合作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

甩包袱

获保证

文在寅访美

寄望推动第三次“金特会”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日会晤来访的韩

国总统文在寅，谈及希望美朝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破解朝鲜半岛核谈僵局。不过，特朗普说，现阶段
不会解除对朝鲜制裁。

文在寅10日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11日会
晤特朗普以及其他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磋商朝鲜
半岛无核化谈判、美韩军售和贸易等议题。

就美国和朝鲜两国首脑是否有望近期再次会
晤，特朗普11日释放积极信号：“有可能发生。（美
朝首脑）第三次会晤有可能发生。得一步一步来，
不能一蹴而就。”

文在寅说，他与特朗普一样，把朝鲜完全无核
化视为“终极目标”。

在文在寅看来，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并非失
败，而是漫长对话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现在面临
的重要任务是，保持对话的势头”。

特朗普说，希望文在寅能够近期与金正恩见
面，继而推动实现第三次“金特会”。另外，特朗普
还说，不排除美朝韩领导人三方会晤的可能性。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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