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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3 日电
（记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纽约时报》
13日报道说，若伊朗攻击美军或加
速研发核武器，美国将调遣至多12
万名美军前往中东地区。

《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
报道称，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已向白

宫递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
根据该计划，一旦伊朗攻击美军或加
速研发核武器项目，美国将调遣至多
12万名美军前往中东地区。

据报道，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为首的对伊强硬派要
求五角大楼起草对伊军事行动计

划。美方官员称这份计划并未涉及
地面军事行动。目前尚不确定总统
特朗普是否已经了解计划细节。

博尔顿长期以来鼓励对伊采取
强硬措施，此前曾在公开场合支持
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及推动政权
更迭。

最近一个月来，美国加大对伊朗
“极限施压”力度。本月8日，美国政
府宣布制裁伊朗钢铁、铝、铜等产业；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向中东地区
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
群、B-52战略轰炸机和船坞运输舰
等以应对“伊朗威胁”。

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月
8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
铀。同时，伊朗拟在60天内与伊核
协议其他签字方谈判伊方权益问题，
若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制
铀浓缩活动的产品丰度。

美媒称五角大楼已向白宫递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

美国真要对伊朗动武？

欧盟代表：美国应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美伊剑拔弩张 欧盟能否“灭火”？
欧盟外长理事会13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
行。当天，美国务卿蓬佩
奥意外到访欧盟，与欧盟
方面讨论了伊朗等议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说，
欧盟及其成员国当日告
诫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美国应保持最大限
度克制，避免与伊朗发生
军事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
国和伊朗对抗升级的背
景下，欧盟仍尽力维护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从
目前的局势判断，欧盟面
临重重困难，伊核协议前
景不明。

意外到访

蓬佩奥原本定于13日至14日访问
俄罗斯。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12日说，
蓬佩奥的俄罗斯之行将取消莫斯科一
站，13日造访布鲁塞尔讨论伊朗等“迫
切议题”，但将按计划于14日在索契会
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

蓬佩奥13日下午来到布鲁塞尔，
与欧洲盟友和北约方面共享了关于

“伊朗威胁升级”的信息。此外，蓬佩
奥还提到了日前多艘商船在阿联酋
水域遭到破坏一事。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
盖里尼13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欧
盟及其成员国当日力劝来访的蓬佩
奥，美国应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她代表欧盟各国向蓬佩奥清晰
传达了意见：“我们正处在非常关键
和微妙的时刻，此时最负责任的态度
应是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军事方
面任何升级恶化的行为。”

美国与伊朗的对抗近日不断升
级。美国通过增派军舰和防空导弹系
统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称此举为
应对“伊朗威胁”。伊朗方面则宣布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称美国在
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打击“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自从美国去年宣
布退出伊核协议以来，欧盟一直面临
来自伊朗和美国双方的压力。欧盟
目前仍然希望保留伊核协议，但随着
美伊矛盾激化，双方都有可能采取过
激行为，维护伊核协议也愈加艰难。

商量对策

在伊朗8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并表示给予欧盟及其他协议
签署方60天时间满足诉求之后，莫盖里
尼表示不接受伊朗的“最后通牒”。伊朗
外长扎里夫则称欧盟在美国宣布退约
至今一年间所做不多，任由美国“欺负”。

莫盖里尼还主持了她同法国、德
国、英国三国外长的会议。会议讨论

了进一步推进“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的
实际运作，以期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这
一机制促成欧洲与伊朗的交易发生。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是法国、德
国和英国建立的与伊朗贸易的结算
机制，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之外运作的支付机制，可帮助欧洲企
业绕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裁，使欧
盟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保障伊核协
议的继续落实。

曾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
事务的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认
为，伊朗总统鲁哈尼日前宣布伊朗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的表态可
能是“虚张声势”，如果伊朗提升铀浓
缩丰度等，欧洲国家对伊朗重启制裁
或许不可避免。

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项目
主任伊兰·戈登堡表示，如果违反伊
核协议，伊朗将不再得到欧洲国家的
支持，并且面临外交孤立甚至遭受军
事打击的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日前日前，，美国海军美国海军““班布里奇班布里奇””号驱逐舰号驱逐舰（（右右））和其他舰艇通过苏伊士运河向南航行和其他舰艇通过苏伊士运河向南航行。。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国际观察

5月13日，交易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日大幅下跌。截

至当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
下跌 617.38 点，收于 25324.99 点，跌幅为
2.3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69.53
点，收于2811.87点，跌幅为2.41%。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下跌269.92点，收于7647.02点，跌幅
为3.41%。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日大跌

广告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5月27日上午10:30分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六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琼中县湾岭镇加章村委会崩田村原海南省
琼中种牛场用地范围内约5300平方米地上建筑物（清单备
索），参考价为：204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
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24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
层；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公司网
址：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关于以公开竞争性方式处置资产的公告
我司受有关单位委托，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海南省澄迈

县文明路金城大楼（一幢六层）的房产权益。本次交易对象（以下称“投
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
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
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国有资
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
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相
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及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任何对本资产处置项目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对
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本公告有效期为本
公告登报即日起五个工作日止。本次交易的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
话：0571-87203291；联系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03290；
举报电话：0571-87203297。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浙江融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琼72技拍委1号

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19年6月6日10:00公开拍
卖：海南鄂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海口市金盘工业开发区内
3272.4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0296号]及地
上建筑物建筑面积共3219.74平方米房地产，参考价569.47万
元；竞买保证金为30万元。

标的展示日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年6月4日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4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公司
了解详情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到账日期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甸支行，账号：1010919890000998.缴款用途处需填明：（2019）琼
72技拍委1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标的说明：1、上述标的所处的土地使用权的证载面积为
6669平方米（四至范围：东至：中海工业小区；南至：金盘消防中
队；西至：金盘金星路；北至：海南海口万川塑料集团），其中
3396.55平方米已被拍卖，但未明确界址；地上建筑物一共5栋，
均未办理所有权证，建筑面积共5985平方米，本次拍卖为其中的
3219.74平方米，分别为第1栋的首层和第2至第5栋，现被海南
宏基舒乐舍板有限公司经营、管理；2、竞买人应符合海南省及海
口市目前的房屋限购政策的相关规定，并关注产权证办理时可能
存在的问题；3、以上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手续费及相关税、费按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承担；4、因被执行人海南鄂海实业有限公司下
落不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5日，即视为已经通知；5、请上述
标的物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和其他优先权人于
拍卖日到场，参拍的需办理竞买手续，缺席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拍卖地址：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大厅

咨询电话：0898-68538965 18976947136
法院监督电话：66264315;66253909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0523期）

受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旧办公设备一
批（清单备索），整体拍卖参考价：7842元，竞买保证金：1000元。

现将本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5月23日上午10: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写字楼10楼会议室；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5

月22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5月22日17:00前到账为

准；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38302 68538965 18976947136
拍卖机构网址：www.hnbhpm.com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836401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编号：20190510008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
构将予以登记。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285号房地产服务中心二楼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联系方式：0898-38230999

公示单位：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5月10日

序号

1

权利人

林青文

不动产权
利类型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

坐落

三亚市吉阳
区红沙社区
解放街村内
20-1号

不动产单元号

46020102500
7GB00518W
00000000

面积／m2

178.89

用途

城 镇 住
宅用地

备注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5HN006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公告期为：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对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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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
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5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车牌号
琼A9KY16
琼AHW802
琼AGF379
琼A9ES58
琼A0NF01

厂牌型号
帕萨特SVW7183SJD
起亚牌YQZ6430AE
丰田佳美JTDBE30K743
雷克萨斯JTHBW46G
迈腾WVWPR13C

排气量（L）
1.8T
2.0
2.4
2.4
2.0

登记日期
2010.02.05
2012.07.17
2012.08
2010.04.27
2012.03.07

行驶里程（公里）
176379
198485
257769
117800
187000

挂牌价（元）
45300
37000
18500
60000
75000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5月20

日09:00—18：00对烽火4K机顶盒（型号为HG680）进行

版本升级，不影响电信电视观看。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

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5月15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426号之一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5执426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本院定于2019年6月17日10时至2019年6月18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http：//sf.taobao.com/0898/13)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路3号海悦东方(A1A2)3层304房(不动产
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71号)、(A1A2)5层
508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29号)、
(A1A2)7层707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7627号)、(A1A2)8层807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
不动产权第0067693号)、(A1A2)8层808房(不动产权证号：琼
(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90号)五套房产。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26452

海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申报琼山椰海公益（临时）1#楼仓

库报建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永昌工业区，该项目总用地面

积35570m2，拟建1栋临时建筑，使用功能为物流仓储，拟建建筑占

地面积1800m2，总建筑面积为1800m2，建筑高度为5.5m。为征求

社会各界公众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9年5月15日至5月23日）。

2、公示地点：拟建项目现场、海口市琼山区政府网站（网址：

http：//www.qsqzf.haikou.gov.cn）、海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qsjs@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

室，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新城路2号，邮政编码：571100。（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

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

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65895611,65898983，联系人：吴迅、符月欢。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琼山椰海公益（临时）1#楼仓库报建项目批前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5月13日

江东大道二期新管村委会安置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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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66.76平方米

（约合43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新管村委会南调下村民小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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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咨询灵山镇颜先生:13307676255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5月15日

迁 坟 通 告 我司拟将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及

下属单位海南港航国际马村港务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港航

控股有限公司马村港管理分公司日常保洁业务以竞争性

磋商方式进行发包。

请有意参与的公司在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 5月17日

17:30时到我司领取竞争性磋商文件，逾期不予受理。地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

分公司办公大楼405室。联系人：王先生、谢女士；联系电

话：0898-68623607、15109896072。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
2019年5月14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

地球“最深处”发现人造垃圾
美国探险家维克托·韦斯科沃乘坐潜水器探

索马里亚纳海沟，13日宣布在这一地球“最深处”
发现人造垃圾。

韦斯科沃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大约10928
米深处，发现这一“令人不安”的情形。垃圾包括
带棱角的金属和塑料制品，其中一个物品表面有
人类文字。他坦言：“在海洋最深处看到明显的人
为污染，非常令人失望。”

路透社报道，塑料垃圾在全球各大洋迅速泛
滥。联合国估算，迄今大约1亿吨塑料垃圾倾倒
入海。研究人员甚至在鲸等哺乳动物体内发现大
量微型塑料颗粒。

韦斯科沃过去三周乘坐潜水器四探马里亚纳
海沟，其中两次下潜深度打破1960年人类首次探
索这一海沟时所创纪录。德新社报道，他因而成
为深入马里亚纳海沟次数最多的人。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瑞典将重启阿桑奇案调查
瑞典检察机关13日说，检方将重新启动针对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一项强奸
指控的调查并且寻求把他从英国引渡到瑞典。

瑞典检方官员埃娃-玛丽·佩尔松当天在首
都斯德哥尔摩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说英国方面结束对阿桑奇的50周监禁以后，瑞典
方面将寻求引渡这名嫌疑人。

阿桑奇因违反保释规定而由英国法院本月
初判处监禁，关押在伦敦贝尔马什监狱。

美联社报道，英国引渡手续冗长，加之阿桑
奇有多次上诉机会，即便引渡成功，完成法律程
序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或者更久。

阿桑奇面临的一项强奸指控明年8月17日
将失去法律诉讼时效。佩尔松说，检方会争取在
这一期限以前把阿桑奇引渡到瑞典。

不过，由于美国同样要求引渡，阿桑奇的最终
去向取决于英国方面。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