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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司新品牌
从2019年5月3日开始我们有新品牌。严迅奇建筑师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Associates
Limited) 将以母公司身份执行新业务，取代许李严建筑师事
务有限公司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

所有于上述日期前已由原营业公司「许李严建筑师事务
有限公司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承办的项
目，将继续由原营业公司处理直至有关项目完成为止。

为免混淆, 本集团亦藉此澄清，「许李严设计(亚洲)有限
公司(RDL Asia Limited)」并非本集团公司，亦没有任何人
事、业务或其他方面与本集团公司有任何关联。

香港总部电话: (852) 25280128
深圳分部电话: (86 755) 36801888
电邮: dt@rocco.hk
网址: www.rocco.hk

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海国际中
心建筑设计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中海国际中心位于龙昆北路滨海立桥西南侧，2018年10月10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建1幢地上34层/地下3层的办公楼
(1#)，地上建筑面积7414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2295平方米。现建
设单位为整合开发龙珠新城住宅区自改项目整体统一规划开发，统筹
考虑项目1#、2#办公楼的建筑布局，申请调整1#办公楼的空间位置，
相应微调建筑长宽尺寸及调整地下室范围，方案调整后，建筑密度由
14%调整为13.39%，计容面积、容积率、绿地率及总停车位数等指标
不变，用地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规定，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6月10日至6月21日）。2、公示地
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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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10日

海资规〔2019〕3076号

关于海南省三江监狱3#4#劳动改造楼、4#6#
监舍楼、物流中心、武警营房方案批前公示

根据《城乡规划法》及《省、市城乡规划条例》相关规定，我局
拟批建海南省三江监狱3#4#劳动改造楼、4#6#监舍楼、物流中心、
武警营房建设项目，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6月10日至2019
年 6月 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网站(http//
www.meilan.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aikou1828@sina.com;（2）书面意见请
邮寄到海口市振兴路8号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政
编码：57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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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36209，联系人：梁文忠 叶世龙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6月10日

关于邀请参与江东大道二期仲恺
村委会安置区配套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及勘察的公告
江东大道二期仲恺村委会安置区配套工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

山镇仲恺村，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50亩，总投资3023.93万元，建安
费2517.50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及
勘察单位，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分别以密封报价函
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6月12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
期不受。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幢二楼（海口市美兰区招商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联系电话：65391902

供 求

▲海南双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9027MA5RGGAT2N，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告
广州市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因不讲诚信，现经本公司
申请，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准，该机构业已注销，即日起该机
构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本司
无关，望广大客户知悉。

广州市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六月十日

公告
广州市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儋
州白马井分公司因不讲诚信，现经
本公司申请，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准，该机构业已注销，即日起
该机构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
本司无关，望广大客户知悉。

广州市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六月十日

公告
海口广济元医院由于经营不善，现
将本医院转让。请债权债务人自
登报之日起5日内向医院及医院
法人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逾期未办理的，医院不
承认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海
口广济元医院 2019年6月10日

▲周克东、周克伟、周克林遗失座
落于新坡镇文山村委会自来坊的
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
用（2011）第 001719 号,声明作
废。
▲李朝晖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20111197006125651, 特 此
声明。
▲海南天禾谷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14601061006203，
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9日电
（记者关建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吉尔吉斯文版首发式暨中吉治国
理政研讨会6月8日在比什凯克总统
官邸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吉尔吉
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前

总统奥通巴耶娃，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王晓晖，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
德文出席活动并致辞。

热恩别科夫在致辞中说，习近平
主席是当代和未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
家之一，他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包含了对中国过去迅猛发展的总
结，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思

考，还就世界共同面临的经济、安全、
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中国的理念和主
张。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更加深
刻地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思想和中国共
产党的政策主张，了解中国的发展逻
辑、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他表示，吉
尔吉斯斯坦正在推进政治、经济、法治
改革和管理制度现代化，这部著作能

够成为吉政治家、官员以及所有读者
的宝贵财富，每个会思考的人都能通
过阅读这部著作有自己的收获。

首发式上，奥通巴耶娃、吉尔吉斯
斯坦议会副议长巴基罗夫、王晓晖、杜
德文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吉尔吉斯文版新书揭幕。王晓晖向
吉方揭幕嘉宾赠送新书。

中吉两国各界人士共300人出
席首发式和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尔吉
斯文版的出版发行，为吉民众深入了
解当代中国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参
考，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携手并肩
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首发式
暨中吉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美国多所高校表示
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

据新华社纽约6月9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多所高校
负责人近日表示，将一如既往营造友
好环境，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他们
对美方有关限制措施可能造成国际生
源减少、影响学术科研活动感到担忧。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近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芝大
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到来。与中国
大学进行多领域合作有助于理解不同
的文化，这对美中两国都非常重要。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
校副教务长凯文·皮茨表示，中国是该
校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中国学生
对学校保持学术领先地位作出了重要
贡献。“我们将继续努力，确保我们的
校园是一个欢迎中国学生的地方。”

密歇根大学副教务长詹姆斯·霍
洛韦说，目前该校国际学生近一半是
中国学生。“优秀国际人才的减少将损
害学校的治学和科研环境，使新知识
的产生更加困难。”

马里兰大学校长陆道逵指出，美
国高校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
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超过半数为国
际学生，其中有三成来自中国。如果
没有国际学生，美国在上述学科将失
去优势。

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泰西耶－
拉维涅和教务长波西丝·德雷尔3月
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斯坦福大学欢迎
国际学生和学者，拒绝所有形式的偏
见和歧视。

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5月
下旬发表公开信表示，开放是美国顶
尖大学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也将始
终是耶鲁大学的标志。耶鲁欢迎和尊
重所有国际学生和学者，将继续呼吁
美国政府采取支持国际学生和学者赴
美学习和工作的政策。

巴方谴责美大使支持以色列
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6月8日电 （记者杨媛
媛 赵悦）巴勒斯坦多方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
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声称以色列有权将约旦河
西岸部分地区并入以色列的言论。

巴勒斯坦总统顾问沙阿斯8日通过“巴勒斯
坦之声”电台发表声明说，巴以和平的基础是结束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其中包括东耶路
撒冷。巴勒斯坦人民将坚守自己的土地，并将继
续斗争，挫败“世纪协议”等有损巴勒斯坦事业的
计划。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巴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巴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当天也分别发表声明，谴责美驻以大使言论，认为
这将打击巴以和平进程、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

白宫5月宣布，6月10日起对墨西
哥所有输美商品加征5%关税，如果墨
方没有有效缓解“非法移民危机”，将
从7月开始分阶段提高税率至25%。

美墨官员5日起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会面，包括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墨西哥外交部
长马塞洛·埃布拉德。

双方磋商在7日超过10个小时，继

而由特朗普宣布双方达成协议。美方发
布“成果”当天，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举
行记者会，说美方一开始提及“安全第三
国”设想，但双方协议不涉这一内容。

埃布拉德说，排除“安全第三国”
后，墨方接受美方让更多移民在墨西
哥等候美方审批的要求并同意加速国
民警卫队员的部署。

按照墨方的说法，如果墨西哥同

意成为“安全第三国”，美方将强制要
求非法移民抵达墨西哥后就地向美方
申请庇护，未获批准前不得入境美国。

特朗普8日继续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布文字，宣称美墨协议是美方政策的
胜利。美联社报道，尽管特朗普宣称“胜
利”，美墨新协议基本还是老一套，鲜有
解决中美洲移民涌入问题的新思路。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威胁在后

美墨达成最新协议，美方暂停对墨方所有商品加征关税

美媒爆料特朗普“导演”美墨关税磋商
以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为信息来源，美国《纽约时报》8日报道，就美墨达成的最新协议，大部分

内容墨西哥方面今年3月同意，而非迫于美方近期施压所作妥协。

墨西哥点头在先

特朗普7日宣布与墨西哥达成
协议，美方暂停对墨方所有商品加
征关税的计划。

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墨方同意
采取调派国民警卫队员等举措应对
非法移民事宜；同意美方扩大现行
项目规模，把更多中美洲移民遣送
墨西哥，让他们在那里等候美方审
批庇护申请，由墨方向他们“提供就
业、医疗和教育”。

然而，美墨官员告诉《纽约时
报》记者，墨方今年3月就同意向边
境调派国民警卫队员，阻截取道墨
西哥北上美国的中美洲移民。

这些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
美国时任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
尼尔森和墨西哥内政部长奥尔加·
桑切斯·科尔德罗密会后达成共识。

尼尔森今年4月离任，关联特
朗普不满国土安全部应对南部边境
移民不力。

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至于美
方所称扩大移民在墨西哥境内等待
美方审批的项目规模，同样已经由两
国外交照会激烈磋商后达成一致。

特朗普政府今年 1月起依据
“移民保护协议”把经由美墨边界入
境、申请庇护的非墨西哥籍非法移
民移送墨西哥，让他们在墨西哥等
候美方审批庇护申请。今年1月至
5月底，美方把超过8800名中美洲
移民遣送至墨西哥。

随着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辞去
保守党党首职务，新党首争夺日趋激烈。

热门人选、前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8日在宣布角逐党首后首次
接受报纸采访，声言在欧洲联盟就

“脱欧”协议给予英方更好条件以前
不会支付大笔“分手费”。

示决心
针对十多名保守党要员宣布角逐

党首的局面，一些媒体推测，前外交大
臣约翰逊胜算最大。就涉及“脱欧”方

式、时间甚至是否“脱欧”的争论，约翰
逊态度明确，承诺引领英国今年10月

“脱欧”，即便以无协议方式。
约翰逊在党首争夺战中扩大优

势，已经收获40名保守党下院议员
公开支持。保守党内多名温和派议
员力挺约翰逊，称他“经受过考验”，
有能力“激励并重振保守党”。

英国2016年经由全体公民投票
决定脱离欧盟。公投近3年后，议会
对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不
予批准，“脱欧”日期延至最迟今年10

月31日，特雷莎·梅辞任执政党保守
党党首并留任首相至新党首选出。

新党首选举程序定于10日正式
启动。经多轮党内遴选后，胜出者预
期7月底揭晓。

亮筹码
约翰逊8日声称，在欧盟就“脱欧”

协议给予英方更好条件以前，他不会为
“脱欧”支付大笔“分手费”。依据协议，
英国正式“脱欧”后需向欧盟支付总额大
约390亿英镑（约合494亿美元）“分手

费”，过渡期内需要向欧盟支付“年费”。
约翰逊同时暗示，如果继任党

首，他将删除“脱欧”协议中涉及英国
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之间边界问
题的“备份安排”，改用其他方案。

英国议会下院之所以不通过“脱
欧”协议，原因之一是边界问题。协议
包含“备份安排”，以避免北爱尔兰地区
与爱尔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新设
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然而，这
一安排让一些人担忧北爱尔兰可能从
英国分离。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英首相热门人选拿“分手费”示硬欧盟

6月9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现任
总统托卡耶夫在投票站投票。

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于9日举行，共有包括
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内的7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新华社/法新

哈萨克斯坦举行总统选举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强调协调应对全球性风险

据新华社东京6月9日电（记者刘春燕）为期
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9
日在日本福冈市闭幕。会后发表的部长声明表示，
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强调二十国集团将继续应
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

应日本方面提议，在商品贸易收支不平衡之
外，会议讨论了包括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在内的
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问题。会议同意，在评价对
外收支时，有必要着眼于所有的构成要素，并认为
各国需要施行切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宏观经济政策
和结构性政策。在讨论中，部长们认为，纠正不平
衡问题共同努力很重要。

此外，就针对大型跨国信息技术企业制定全
球统一“数字税”课税规则问题，会议确立了将在
2020年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

6月8日，人们排队通过委内瑞拉与哥伦比
亚边界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大桥。

委内瑞拉8日重新开放与邻国哥伦比亚的部
分边界。 新华社/路透

委内瑞拉重新开放
与哥伦比亚部分边界

英首相热门人选、前外交大臣
鲍里斯·约翰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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