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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债务抵销通知书
海南锋达彩印有限公司：

因贵公司是我省课本印刷的指定厂，而我公司是我省中小学
课本出版的指定单位，课本用纸原材料由我公司统一提供，2016
春季课本印刷之前，我司调拨给贵司八种规格型号的各类课本纸
张，货款合计金额为864,611.52元，后贵司退回货值140,911.69
元纸张给我司，至此，贵司欠我司货款合计人民币723,699.83元。

现通知贵司如下：
1、贵司欠付我司的纸张货款723,699.83元与我公司欠付贵

司2016年春季课本印刷费560,038.28元（2016年春季应刷费共
计760,038.28元，我司已经支付200,000.00元）相互抵销；抵销
后贵司还欠我司163,661.55元纸张费货款；

2、贵司欠付我司的上述163,661.55元纸张费货款与我司欠
付贵司2015年秋季课本印刷费中的163,661.55元相互抵销。

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号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
嘉积镇官塘温泉旅游开发区，西侧为官塘大道，南侧规划次干道。用地总面积
为 100312 平方米（约 150.47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
142303.3㎡（其中计容建筑面积80254.6m2）,容积率0.8，建筑密度19.5%，绿地
率34.5%，停车位1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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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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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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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官塘民俗风情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12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净价公开
拍卖：车牌号琼 E19338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厂牌型号：别克牌
SGM6531UAAB。参考价：14.72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展示时间：6月10日至11日。展示地点：海口巿美兰区海榆大
道186号金隅大成美灵湖别墅。特别说明：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小
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或具备小客车增
量指标申请资格（登录www.hnjdctk.gov.cn申请）。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9年6月11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
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请
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
文件或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表。电话：15607579889；网址：www.
hntianyue.com；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90604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招商局海南
区域总部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属《海口市
金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1、C-07地块范围。项目拟建9栋地
上1-26层/地下2层商业、办公及住宅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
建筑退东侧用地红线为10米，满足消防及日照要求。为广泛征求相
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9年6月04日至6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口
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口日
报；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4日

海资规〔2019〕2766号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6月11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

按现状净价公开进行拍卖：
位于万宁市万城镇建设南街，建筑面积为230.62㎡的一幢三层

商业楼（产权证号为：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10233号）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
注：以下人员不得参与标的物的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农发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10日16：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
司 ，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西路支行 ，账号：267505744781。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 31651618
13637647779 15108935980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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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6月19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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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迁坟公告
根据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与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琼国土资储〔2018〕43号)的工作部
署，琼海市长坡镇金泰采石场被列入矿山治理任务目标，为推进采
石场的矿山治理，需对矿区治理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现将迁坟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需迁坟的位置及范围
长坡镇金泰采石场位于长坡镇多异岭东南侧，面积318.45亩。

具体见四至界桩。
二、迁坟时间
请在矿区治理范围内的坟主自公告公示之日起15日内到琼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迁移完毕。
三、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将统一进行迁移
联系电话: 0898-62822440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7日

文昌市清澜片区E-25地块位于清澜开发区惠民路与文清南
一横路交叉口，总用地面积约48亩，即《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E-25地块。E-25地块内共约有83块个人权属用地，涉
及宗地较多，为科学管控E-25地块，有效提升建筑风貌品质，优化
建筑空间布局，打造宜居住宅小区。我局根据市政府工作要求编
制了《文昌市清澜片区E-25地块建筑风貌管控》。目前该方案已
经专家评审通过，规划方案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
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批前公示。1、公
示时间：15天（2019年06月04日至06月18日）；2、公示方式：海
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
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
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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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昌市清澜片区E-25地块建筑风貌管控》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4日

《〈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3-03地块规划

修改论证报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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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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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3-03 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4日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
规划改造项目催告履行合同公告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相关单位（海南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建置业有限公司）与部
分住户签订了《省机关大院规划改造项目周转房搬迁协议》，至今仍有
26位住户并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并腾空房屋，已违反了合同约定。

改造项目相关单位特公告通知已违约住户，请在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10日内搬迁腾空房屋，避免因您的违约行为给您自己及项
目相关单位造成损失。如违约住户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后
仍未搬迁腾空房屋，为维护合法权益，改造项目相关单位有权依
照法律规定申请强制履行。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6978387
住户名单如下：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建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楼栋
东区16栋
东区16栋
东区16栋
东区16栋
东区18栋
东区18栋
东区19栋
东区19栋
东区19栋
东区19栋
西区8栋
西区10栋
西区18栋

房号
201
202
204
106
101
201
101
302
405
103
604

106-1
101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楼栋
北区3栋
北区3栋
丁栋
丁栋
丁栋
丁栋
丁栋
戊栋
戊栋

东旧1栋
东旧1栋
临街戊栋
西区42栋

房号
108
408
201
404
704
403
505
301
602
402
403
707
404

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记者
周舟）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电气与电
子工程师协会（IEEE）2日发表声明
说，解除对华为及其子公司员工参与
IEEE出版过程中同行评审和编辑工
作的限制。

声明说，所有IEEE会员都可以
继续正常参与IEEE的全部活动，无

论他们的雇主是谁。
美国商务部 5 月中旬将华为

及其附属公司列入限制 交 易 的
“实体清单”。 IEEE 随后发布声
明说，华为公司及其员工无法参
与 IEEE 一些通常不向公众开放
的活动，包括部分出版物的同行
评审和编辑过程。

IEEE此举在学术界招致广泛批
评。中国科协所属十学会2日发表声
明称，这一“审稿门”事件，是对科学家
个人和机构的严重歧视，是学术交流
发展中的严重倒退，已成为国际学术
界科技界的一场危机。

IEEE发表的最新声明说，此前
限制性的做法是为了规避相关的法

律风险。经与美国商务部沟通，华
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可 以 参加
IEEE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编辑
工作。

声明说：“我们由衷地感谢来自
世界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向IEEE提
出的问题和意见，同时也感谢大家耐
心等待我们处理好这一复杂的法律

情况。”
IEEE由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和

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于1963年合并而
成，目前在全球拥有43万多名会员。
作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IEEE
在电气及电子工程、计算机、通信等领
域发表的技术文献数量占全球同类文
献的30%。

IEEE解除对华为员工参与同行评审的限制

美国务卿蓬佩奥称

美国愿与伊朗举行“不预设条件”的会谈
伊方回应称不会理会美方的“文字游戏”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日说，美方愿意“不预设条
件”与伊朗对话，但美方促使伊方“改变行为方式的努力”不
会停止。

伊方迅速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2日
晚些时候告诉媒体记者，伊方不会理睬美方“文字游戏”。

蓬佩奥当天在瑞士小城贝林佐
纳会晤瑞士联邦委员会委员兼外交
部长伊尼亚齐奥·卡西斯，讨论伊朗
局势。美国与伊朗没有建立外交关
系，瑞士代理美方在伊朗的利益。

蓬佩奥在会晤后出席联合记者
会。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总统哈
桑·鲁哈尼前一天说愿在美国展现

“尊重”后与美方对话，蓬佩奥回答：

“我们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
下对话。我们准备坐下来。”

按照蓬佩奥的说法，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向来主张与伊方对
话，只要伊方“愿意表现得像正常
国家”。

只是，他同时说，美方不会停止
对伊方施压，“彻底转变”伊朗“恶意
行为”的努力将继续。

特朗普去年7月30日说，愿意
“不设前提条件”与鲁哈尼会面，可
以在“任何时候”。鲁哈尼当时回
应，伊方一贯支持以外交途径和对
话方式解决问题；若要与伊方谈判，
美方应显现诚意。

鲁哈尼6月1日说，如果美方展
现“尊重”，伊方可能同意对话；德黑
兰不会迫于压力而对话。

就蓬佩奥的言论，鲁哈尼迅速
回应，说“离开谈判桌、破坏协议”的
国家理应“转变为正常国家”。

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美
方希望借助极限施压迫使伊朗与美
国重新谈判伊核协议，以限制伊朗
的武器项目和地区活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

鲁哈尼的话报道，美方就对话是否
预设“前提条件”以及是否与伊方

“开战”的说法反复变化。
路透社报道，鲁哈尼暗示伊方

“实力”促使美方立场软化。鲁哈尼
说，“当前局势下”，伊方“除了抵抗
别无他法”；“除非敌人意识到他们
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否则我们不会
坐下来谈判”。

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近期
就能否对话所作表述中有一点一
致，就是要求对方“迈出第一步”。

美联社报道，美伊关系持续紧张，
让欧洲和中东国家忧心，担心美伊双
方“误判”。瑞士联邦委员会委员兼外
交部长卡西斯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瑞
士希望紧张局势不要加剧，以至爆发
冲突。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一直想对话”

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记者
周舟）美国联邦航空局2日发表声明
说，部分波音737客机零部件可能存
在制造缺陷，所涉机型包括波音

“737 MAX”和波音“新一代737”。
声明说，据波音公司报告，波音

737 MAX和波音新一代737上使用
的部分前缘缝翼导轨“可能存在制造
缺陷，无法满足现有法规对强度和耐

久性的要求”。联邦航空局与波音公
司联合调查发现，问题部件可能达到
148个，由一家次级供应商制造。全
球可能有179架737 MAX和133架
新一代737受影响，其中包括在美国
投用的33架737 MAX和32架新一
代737。

声明还说，问题零部件“可能因
制造不当而容易出现过早失效或开

裂等情况”，尽管前缘缝翼导轨完全
失效“可能不会造成飞机损失”，但

“存在导致飞机在飞行中受到损害
的风险”。

波音公司也于当天发布服务公告
说，某一特定批次的前缘缝翼导轨可
能不合格，但尚未收到任何报告反映
在飞客机存在与之相关的问题。20
架737 MAX和21架新一代737最

有可能安装了问题零部件，为防万一，
建议航空公司额外再检查 159 架
737 MAX和112架新一代737。一
旦发现问题零部件，务必在飞机再次
投用前更换。

美联邦航空局说，他们已提醒国
际民航机构注意这一情况并采取必要
行动，并将发布一份适航指令，要求波
音公司更换问题零部件，而受波及的

航空公司须在10天内完成更换。
波音公司表示，他们正为客户准

备更换用的零部件，更换工作预计需
要一至两天时间。

前缘缝翼是安装在机翼前端的
狭长小翼，用以提高飞机临界迎角和
增加升力。美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
司均未“点名”问题前缘缝翼导轨的
供应商。

部分波音737客机被曝存在零部件缺陷

谁迈第一步？

6月2日，在瑞士贝林佐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左）与瑞士联邦委员
兼外长卡西斯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法新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6月
2日宣布辞去党主席以及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主
席职务。据德国媒体报道，纳勒斯辞职后社民党
高层将重新安排人事，社民党或将退出与默克尔
总理所在的联盟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图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与安德烈娅·纳勒
斯在柏林出席联邦议院会议。 新华社/法新

德国社民党主席宣布辞职
或将退出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

由于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在5月下旬举行的
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该党主席洛朗·沃基耶6月
2日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

这是2018年9月20日，洛朗·沃基耶在法国
迪沃讷莱班发表讲话。 新华社/法新

因欧洲议会选举失利

法国共和党主席辞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
文称，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西特将“很
快”去职。哈西特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属于支持自由市场与贸易的保守派经济学家。

这是2018年9月10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
会主席凯文·哈西特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出席新闻
发布会。 新华社/路透

特朗普称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将“很快”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