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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南苑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华星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人民

南路东侧、外环南路南侧，用地面积为8812.37平方米（约13.22亩），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26775.88m2（其中计容建筑面
积15811.95m2）,容积率1.8，建筑密度24.6%，绿地率42.85%，停车
位138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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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至6月3日）。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
cn/zfxxgkzl/bgt/bm/gtj/gk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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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02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
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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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3日

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
工程施工交通疏导的公告
因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施工的需要，需对白驹大

道（江东三路-中国石化加油站）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时间
为：2019年5月27日至2019年12月28日，施工期间车辆请沿
新建疏导道路通行，新建疏导道路交通组织保持不变，请过往车
辆安全驾驶，因施工给广大市民和司机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公告。

海口成邦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海口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工程项目经理部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5月23日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
张才平: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三亚
分局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张才平行政处罚纠纷一案。
因你住址不详，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琼0271行审45号之ー《行政裁定书》，裁定:
原行政裁定书中第一页正数第九行、倒数第六行及第二页
正数第十行中的“琼交征罚字[2011]09123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现更正为“琼交征罚字[2011]09190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新华社伦敦5月24日电（记
者桂涛 张代蕾）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24日说，她将于6月7日辞去保
守党领导人一职，但将留任首相至
保守党新领导人产生。

特雷莎·梅当日在首相府外发
表声明时说，对未能带领英国实现

“脱欧”深感遗憾，由一位新首相带
领英国继续“脱欧”进程“最符合英
国的利益”。

她在讲话时一度流泪，称能
为自己热爱的国家服务是自己的
荣幸。

特雷莎·梅当天会见了保守
党议员团体“1922 委员会”主席
格雷厄姆·布雷迪。“1922 委员
会”由议会下院保守党普通议员
组成，在决定首相人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英国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已3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
票否决。为推动该协议获通过，特
雷莎·梅曾承诺，只要“脱欧”协议

能获英国议会下院批准，她愿意提
前卸任。本周，她公布修改后的新

“脱欧”协议，因其承诺议会将决定
是否就“脱欧”条件举行公投引发
批评。

根据规定，首相卸任后将由执
政党内选举产生的新领导人接
替。新首相人选需经女王批准，任
期至下次大选。

保守党已确认，其新领导人选
举程序将于6月10日正式启动。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特雷莎·
梅承诺辞职，但仍难打破“脱欧”
僵局。新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
何种政策仍将影响英国“脱欧”
进程。

英国原定3月 29日正式“脱
欧”，但由于“脱欧”协议连续遭议
会下院否决，“脱欧”进程陷入停
滞。目前，英国“脱欧”期限已延长
至10月31日。

特雷莎·梅于2016年 7月接
替辞职的卡梅伦就任英国首相。

英国首相下月辞去保守党领导人职务
但将留任首相至保守党新领导人产生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4日说，
她将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领导人
一职，但将留任首相至保守党新领
导人产生。

特雷莎·梅当日在首相府外发
表声明时说，由一位新首相带领英
国继续“脱欧”进程“最符合英国的
利益”。

为何宣布辞职日期？

此次首相宣布辞职日期，主要
与“脱欧”僵局难破以及近期两场
选举中保守党战绩不佳有关。

一方面，英国此前与欧盟达成
的“脱欧”协议已3次遭英国议会下
院投票否决。本周，特雷莎·梅公布
修改后的新“脱欧”协议，因其承诺
议会将决定是否就“脱欧”条件举行

公投引发批评。
“脱欧”陷入僵局后，保守党内

始终有呼声要求再次对首相进行
不信任投票，迫使特雷莎·梅尽早
下台。

另一方面，欧洲议会选举投
票 23日在英国举行。多个民调
显示，保守党支持率大幅落后于
新成立的“脱欧党”。在本月初举
行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保守
党也因处理“脱欧”问题不力遭到
重挫。

特雷莎·梅于2016年 7月接
替辞职的卡梅伦就任英国首相。

谁会接任首相？

根据规定，英国首相卸任后将
由执政党内选举产生的新领导人

接替。新首相人选需经女王批准，
任期至下次大选。

目前，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
斯·约翰逊、内阁办公厅大臣利丁
顿、前“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
拉布和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
迈克尔·戈夫等人被英国舆论视为
下届首相职位的热门争夺者。

而其中，约翰逊呼声最高。去
年7月，约翰逊因与特雷莎·梅在

“脱欧”问题上立场存在分歧辞
职。本月，约翰逊已确认，一旦首
相辞职，他将参与角逐保守党党首
一职。

“脱欧”将走向何方？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特雷莎·
梅承诺辞职，但仍难破“脱欧”僵

局。英国“脱欧”进程将受新首相
领导的政府所采取政策影响。

目前，角逐新首相人选中既有
“脱欧派”领军人物约翰逊与戈夫，
也有坚定“留欧派”利丁顿。可以
预计，不论谁上台，英国执政党
内、议会内围绕“脱欧”的分裂将
继续存在，任何“脱欧”方案都将
面临阻力。

英国原定今年3月29日正式
“脱欧”，但由于“脱欧”协议连续遭
到议会下院否决，“脱欧”进程陷入
停滞。目前，英国“脱欧”期限已延
长至10月31日。

欧盟方面此前已宣布，希望
英国内部尽早就“脱欧”协议达成
一致。

(新华社伦敦5月24日电 记
者桂涛 张代蕾 梁希之)

“脱欧”犹未决
无奈“梅”先谢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4日宣布，她将
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领导人一职，但将
留任首相至保守党新领导人产生。作为
以“脱欧”为首要任务的英国第二位女首
相，特雷莎·梅终究未能在任内带领英国
顺利离开欧盟，其继任者仍面临如何打
破“脱欧”僵局的难题。

回顾特雷莎·梅在唐宁街10号的生涯，
可谓起于“脱欧”，也落于“脱欧”。2016年7
月，时任首相卡梅伦因误判“脱欧”公投结
果，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特雷莎·梅接任
首相；而今，一心想完成“脱欧”的特雷莎·
梅却因“脱欧”困局而无奈辞职。“脱欧”这
个“滑铁卢”让两任首相折戟，让人嗟叹。

众所周知，“脱欧”是近年来西方世
界放飞的第一只“黑天鹅”，英国政局就
此步入“W”形颠簸之中。特雷莎·梅于
2017年3月签署“脱欧”申请文件并触发

《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启动“脱欧”程
序。英国就此踏上“脱欧”之路，也为特
雷莎·梅今日之命运埋下了伏笔。

经过近两年马拉松式谈判，英欧双
方于去年11月正式达成“离婚”协议，但此
后英国议会三度投票否决这一协议，特雷
莎·梅的政治掌控力不断弱化。

原本，特雷莎·梅打算 6 月初作最后
一搏，将《退出协议法案》提交议会下院
投票，此后再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前，她
还信心满满地将新方案称之为“大胆提
案”。不料新方案公布后，被批“毫无新
意”，惹怒内阁及众议员。议会下院领袖
愤然辞职，令投票时间再添变数。

特雷莎·梅的“脱欧”新方案作了多处
修改，内容涵盖二次公投、“备份安排”、
关税方案、劳工权益、环保政策等几乎所
有“脱欧”协议的争议点。许多英国观察
家认为，特雷莎·梅的“最后一搏”根本算
不上“大胆”，却为继任者留下了不少难
题。新方案非但没能改变主要议员的反
对立场，反而招来对她的新一轮逼宫。

“脱欧”公投迄今已近三年，“脱欧”期
限两次推迟。百姓怨声载道，党派间龃龉
不断，执政党内裂痕加深，经济不确定性阴
霾不散。近三年来，特雷莎·梅周旋于欧盟
与英国议会间，殚精竭虑、尽其所能，但始
终未能弥合分歧，离开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如今，英国主要政党内“脱欧派”与
“留欧派”矛盾犹存，不同党派之间、不同
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争执不休，对立
加深，特雷莎·梅的接班人担子不轻。

(据新华社伦敦5月24日电 记者杨
晓静 桂涛)

英国首相宣布辞职日期

“脱欧”将走向何方？

国际时评

特朗普称
美国无需向中东增兵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23日电 （记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说，他认为目前美国
不需要向中东增兵。

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作出上述表
述。但他同时称，若有增兵需要，无论数量多少，
他都会向中东派兵。

同一天，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五角大
楼对记者说，此前美国媒体有关五角大楼正考虑
向中东增兵5000人或1万人的报道都不准确。
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提升军事保护能力，
称这可能会涉及增派军队。沙纳汉还强调说，美
方的目标是威慑而不是发动战争。

出兵中东已成为近期美国舆论关注焦点。《纽
约时报》日前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若伊朗攻
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器项目，美国或将调遣至
多12万美军前往中东地区。不过该报道随后被
特朗普否认。

美公司一次发射
60颗互联网卫星
迈出构建全球卫星互联网的重要一步

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日用一枚“猎鹰9”火箭将
首批6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空，迈出该公司构建
全球卫星互联网的重要一步。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在2019年至2024年
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
络，其中1584颗将部署在地球上空550千米处的
近地轨道。“星链”建成后，这一卫星互联网项目将
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2018年2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星链”的
两颗原型卫星送入太空。据介绍，此次发射卫星
与测试版原型卫星不同，它们专为批量生产设计。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近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透露，要形成小幅网络覆盖还
需发射6次，而形成中幅覆盖还需发射12次。

数字时代，数据就是机遇，数据就
是潜力。

当前，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已是大势所趋。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
占GDP比重34.8%。数字化创新持
续迭代，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涌现，数字
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变革契机，
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迎来新机遇，
获得新动力。

注入经济发展新动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脑、接入网

络，一台缝纫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
“中枢神经”。在服装制造商汉帛集团
的柔性生产线上，工人可根据指令同
时操作多个流程，打破以往只负责一
个工序的局面。通过缝纫机采集的数
据，可帮助实现小订单、快生产。

“以前一个款式会停留几个礼拜，
现在则每天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
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现小批量灵
活生产，市场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
了，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从单一制
造商转型为时尚平台服务商。

数字经济改变的不只是一台缝纫
机，越来越多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
国工厂，正用“数字”撕去“代工”标签，
制造业本身也因数字发生蝶变。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
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当前，重点行业骨干企业数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
控化率分别达到68.9%、49.2%，实施
智能化改造的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
平均提升近40%。网络化协同设计、
云制造等新业态，正不断提高我国整
体供给体系质量。

构建开放协同新生态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
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
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高质量
发展。

共享共创是其中之一。打破空
间、产业界线，越来越多的制造集群

“变身”共享平台。
“只有把更多的数据、运算力、技

术汇集在一起，才能展现出影响力。”
美团高级副总裁王莆中说，将用更开
放的心态、更大的力度投入平台建设，
满足用户即时配送需求。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于凤霞说，数字经济既创造了
非常大的就业增量，也提高了就业的
质量，成为吸纳和带动就业的新引
擎。以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为例，当
前从业人员已超过70万人。

激活源源不断的创新力

数字经济代表活力、潜力、创新
力。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大调整、大
变局中，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布局数字

经济。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厚实产
业基础、广阔市场空间的中国，有望抓
住变革机遇，在数字时代重塑竞争力。

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我国夯实了较
为坚实的数字“地基”。工信部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超过100个城市部署了
G比特宽带接入网试点，行政村通用
宽带的比例达到98%，4G网络覆盖
水平全球领先。

“良好的网络基础不仅促进了信
息技术的研发创新，更拓展了市场空
间，加速了创新应用。”工信部信息通
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近年来持续不
断降低电信网络资费，极大降低了市
场应用门槛，激发了企业创新的热情。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
者张辛欣 叶昊鸣）

5月24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讲话。
新华社/路透

抓住数字机遇 打造经济新高地
——从数字经济看发展新动能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多国航空监管机构

未就波音737MAX
复飞达成共识

据新华社休斯敦5月23日电（记者高路 刘
立伟）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航空监管机构代表
2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思堡举行会议，探讨是否
允许波音737MAX系列飞机复飞。但会议未达成
共识，表明各国对该机型的安全问题仍存担忧。

当天会议由美国联邦航空局召集，来自中国、
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30余个国家的航空监
管机构代表与会，听取美国联邦航空局报告波音
在两起空难后对737MAX飞机所作的升级改进。

此次会议意在希望说服各国，一旦美国联邦
航空局同意737MAX复飞，其他国家也能尽快解
除禁飞令。但会议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一些代表
提出就改进后的系统进行测试，并要求加强飞行
员培训。

5月24日，在爱尔兰都柏林，选民进行投票。
5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23日至26日在欧

盟28个成员国举行。选民将投票选举751名议
员，组成第九届欧洲议会。 新华社/法新

欧洲议会选举拉开帷幕

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4日电（记者姜磊）据
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栋商业建
筑24日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9名学生死亡，另有
多人受伤。

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社交媒体向死者家属表示
慰问，并指示当地政府全力救治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