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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公告
琼关缉公告字〔2019〕2号

我关于2015年10月12日在海南省临高县金牌东港码头查
获的下列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当事人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关
收缴了下列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并已依法制发收缴清单（琼关缉
收字〔2019〕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二款的规定，现对琼关缉收字〔2019〕1号收缴清单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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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冷冻牛肉
冷冻牛肚
铁壳船

卫星导航仪
船用雷达

海事卫星电话
大货车

小货车

规格
吨
吨
艘
台
台
部
辆

辆

数量或重量
18.24
52.56
1
1
1
1
1

1

特征

车牌号：琼C25779
无车牌，后车厢喷涂车
号为：琼AVB2X3

备注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352号

依据信阳仲裁委员会(2018)信仲裁字第123号裁决书及权利人
的申请，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汉民与被执行人胡钦彪、林之
健、吴淑军、郑雪云、周平、周钟山、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登记在被执行人胡钦彪名下坐落于府城
镇凤翔路南的 369.970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琼山籍国用
〔2002〕第01-01791号)变更登记至张汉民名下;将登记在被执行
人吴淑军名下坐落于府城镇凤翔路的241.5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号:琼山籍国用〔2002〕第01-02324号)变更登记至张汉民名下;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林之健名下坐落于府城镇凤翔路的241.5m2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琼山籍国用〔2002〕第01-02326号)变更登
记至张汉民名下;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郑雪云名下坐落于府城镇凤翔
路南侧的403.18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5〕第
000357号)变更登记至张汉民名下;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周平、周钟
山名下坐落于府城镇凤翔路南侧的255.54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013590号)变更登记至张汉民名下。对
上述法院待办理变更登记的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2072号

申请执行人林少勇与被执行人梁水生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8)琼0105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根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8)琼 0105 执
207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本院定于2019年 7月 3日 10时至
2019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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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拍卖桂
E8E333戴娜肯揽胜2993CC越野车，起拍价：68万元，竞买保
证金：13 万元。咨询时间：自 2019 年 6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19年7月2日10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有意竞买者
请于拍卖竞买结束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办理过户手续所涉及的税、费
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3、车辆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
行，如有需竞买请自行咨询相关部门，如因政策原因导致不能
办理或延迟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后果，由买受人自行负责，
法院不做过户的任何承诺。咨询电话: 0898-68663840；法
院监督电话: 0898-68614613

二O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关于送达《催告书》的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17号

海口合杰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395172754G，法
定代表人：郭汉锋)：

因你司未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相关人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催
告书》（琼税二稽强催〔2019〕003号）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内容：我局于2019年2月21日向你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
（琼税二稽处〔2019〕3号），你司在法定期限不履行作出的行政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司催告，请你司自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缴清欠缴的查补税款及滞
纳金。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你司在收
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司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的权利。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7室
电话：66969171

2019年6月11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5号

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金江国用(2014)第4936
号、49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登记座落分别为金江镇金马四横
西路北侧、金江镇金马四横西路南侧，登记面积分别为47406.82平方
米、21470.53平方米，该土地权利人已于2018年12月11日在《海南

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
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名下金江国
用(2014)第4936号、4937号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
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原证作废。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美国网络霸凌的
嘴脸暴露无遗
■ 思 危

5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公
开承认曾于2018年中期选举时，允许相关部门对
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以阻止所谓的俄罗斯对美
国中期选举的干涉。由于这一攻击，俄罗斯联邦
通讯社所属的圣彼得堡互联网研究机构的网络连
续瘫痪数天。俄罗斯媒体表示，这是赤裸裸地对
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网络战。

美国作为全球网络空间事实上的超级霸主，网
络攻击能力、网络情报获取能力首屈一指，其滥用网
络攻击能力，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的行径从未停止。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对美国机构开展
商业窃密，但除了捕风捉影生搬硬套，从没有拿出
过硬的证据。而美国动用国家网络攻击能力，帮
助自己企业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却屡见不鲜。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与日本进行汽车贸
易谈判期间，美情报机构就曾在日本谈判代表的专
车上安装窃听装置，获取的内幕情报用于帮助美国
的汽车生产商和配件供应商取得谈判主动权。

2001年，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向欧盟状告波音
公司借助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梯队”电子监
控系统，定期跟踪空客公司员工的电话、传真和电
子邮件，获取对波音有用的商业秘密。一些中国
企业也成为美国监控的目标。

德国明镜周刊披露，2007年NSA启动了一个代
号为“射击巨人”的情报搜集项目，目标就是华为公
司。NSA成功进入华为公司内网，获取了海量的内
部隐私信息、电子邮件和源代码。斯诺登披露的文
件也进一步证实了NSA对华为的网络攻击行动。

美国一方面不断指责俄、朝、伊等国攻击其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对他国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渗透控制从未停止。

近日，安天实验室发布了对NSA下属的“方
程式”组织攻击中东地区最大的SWIFT金融服务
提供商EastNets 事件的复盘分析，表明“方程式”
组织利用国家级网络武器，层层渗透控制SWIFT
这样的商业组织网络，以获取长久控制权，实现其
长期潜伏、持续获取相关信息的战略目的。

为了给自己滥用网络能力找到合乎逻辑的借
口，特朗普上台以后，调整了奥巴马时期的网络战
略，出台了新版的“国家网络战略”，突出体现了特
朗普风格的“美国优先”思维和“进攻性”网络战
略，强调利用主动防御和攻击手段来遏制各种可
能的网络攻击，降低对手发动网络攻击的意图和
能力，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必要时可采取先发制人
的网络攻击，网络攻击授权的流程也大大简化。

简单说来，就是由以往的“谁打我，我就要打
谁”逐渐变成“我觉得谁要打我，我就要打谁”，文
章开头对俄罗斯的攻击就是这一逻辑的明证，美
国网络霸凌的嘴脸暴露无遗。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有着高度的复杂性，建立
良好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是各方共同的愿望。

早在 2011 年，中俄等国就向联合国提交了
《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2015年，由中俄等20
个国家专家代表组成的联合国信息安全问题政府
专家组（UNGGE），就向联合国提交了网络行为
准则共识，具体包括不能利用网络攻击他国重要
基础设施，不能在IT产品中植入“后门程序”等。

但美国对这些国际行为准则一直持消极态
度。特朗普上台后，不打算推行构建以和平、合
作、安全的国际秩序为核心的网络战略，而是坚
持以美国自身利益需求为处理网络空间事务的
出发点，以自己的网络能力优势，推出“进攻性”
网络战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据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2 日电
（记者凌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12日发
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FDI）连续第三年下滑，但

中国吸引外资总量逆势上涨，继续成
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当天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
告》说，受美国税改政策以及部分经济
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去年全球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3万亿美元，较
2017年减少13%，连续三年出现下滑。

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
表示：“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困在危机后
的低点。这对国际社会应对贫困和气

候危机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战来说，
不是个好兆头。”

具体来看，2018年流入发达经济
体的FDI总额减少27%，降至2004年
来最低。其中，美国税改导致美国跨国

公司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去年欧洲
吸引外资总量减半；而受“脱欧”影响，英
国外资流入也大幅减少了36%；另外，美
国FDI流入量也缩水9％至2520亿美
元，但美国仍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中国去年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美国航天局近日宣布，国际空间
站将对私人“售票”，首批太空游客最
早于2020年成行。作为一个已运作
超过20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国际空间
站为何现在要启动“旅游”业务？

将取消对空间站营利
性活动的限制

总体上看，作为“景点”开放是国
际空间站商业化计划的一部分。美
航天局近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
易所召开发布会宣布，将取消对空间
站营利性活动的限制，最初将每年分
配5%的空间站资源给私人机构，包
括90小时的宇航员工作时间和175
公斤的货物发射能力。

美航天局首席财务官杰夫·德维
在发布会上说，国际空间站商业化

“将使美国航天局能够集中资源，到
2024年让下一名男性和第一名女性
登上月球”。

分析人士认为，国际空间站商业
化解禁是特朗普政府发展“太空经

济”政策的体现，有助在近地轨道上
形成公私竞争的繁荣局面。

每年运维费用达30亿
至40亿美元

国际空间站是一项国际太空合
作项目，在距地面约400公里的近地
轨道上运行，其主体由俄罗斯舱段和
美国舱段组合而成，另有欧洲航天局
的轨道设施和日本的实验舱等。

自1998年第一个组件发射入轨
以来，国际空间站已成长为一个重达
数百吨的“庞然大物”。它的设计寿
命一开始只有15年，但后来两次获得
延长。美航天局目前的计划是，推动
空间站商业化，从2025年起终止对它
的直接支持。

数据显示，1993年项目启动以
来，美国政府已为空间站花掉约870
亿美元，目前每年运维费用达30亿至
40亿美元。空间站开支巨大，给美国
政府带来不小压力。

特朗普政府显然急于卸下这笔

财政负担，尤其是在提出2024年让
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计划之后。

去年，特朗普签署第二号太空政
策指令，要求简化对商业化利用太空
的监管。据美国科技网站“临界点”
报道，美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
廷去年8月专门召集一个委员会，研
究美航天局航天活动商业化问题，甚
至提出出售火箭冠名权的想法。

对太空资产私有化的
探讨由来已久

美航天局在宣布空间站对私人
“售票”的公报中指出，美航天局在近
地轨道上的最终目标是与工业界合
作建立一个强大生态系统，美航天局
作为客户之一以较低成本从中购买
服务。换言之，包括空间站在内的近
地轨道活动，美航天局今后不再自己
搞，而是要从私营企业购买，并相信
这将降低成本。

美国对太空资产私有化的探讨由
来已久，里根政府时期已开始尝试，并

立法推动有关卫星项目的公私合营，
但这项政策一直伴随巨大质疑。

就国际空间站而言，人们自然要
问，其商业价值是否足够大？按美航
天局计划，购买空间站资源的业务主
要面向需在微重力环境下制造、生产
或开发商业应用的公司。但近6000
万美元的旅费必定让多数人望而却
步，而空间站高昂运维费用也让将来

有望接手的私企感到畏难。
在美国，还有不少人认为“放弃”

国际空间站是短视行为。“临界点”的
报道称，如果美国政府停止对空间站
的支持而重返月球计划未按时实施，
美国宇航员短期内有可能面临在太
空中无处可去的尴尬。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
张莹）

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公布
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12日在维也纳联合宣布，17个国家的9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
入选项目。国际社会专家对此纷纷点赞，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说，中国开放空间站是一个“伟大范例”。

迪皮波在12日的发布会上说，
中国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合作，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使用
中国空间站的机会，是联合国“全球
共享太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个“伟大范例”。

中国空间站将在2022年前后完
成建造。去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

公室联合发布合作机会公告，邀请世
界各国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
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双方还共
同成立项目评估选拔委员会及国际
评审专家组，制订选拔工作计划和标
准，主要围绕项目科学意义与工程可
实现性进行评估。委员会经过两轮
审议，最终确定了第一批9个项目。

12日宣布的这些项目来自17个

国家的23个机构，涵盖空间天文、空间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航天医学、空间物
理、应用新技术等诸多前沿科学领域。

“这史无前例，令人激动，将给很
多没有机会进入太空的国家提供机
会。”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前会长、莱斯
特大学空间与地球观测研究所所长
马丁·巴斯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
采访时如此评论。

巴斯托说，现在的国际空间站上
虽然也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
但这些实验机会通常只限于其合作
伙伴，“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化程度虽
然很高，但存在局限”。

他认为，中国为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提供使用中国空间站的机会，在促
进太空探索与合作方面释放了非常
积极的信号。他特别提到太空合作
可以提供一种“软”外交影响力，自冷
战以来帮助改善了一些国家之间的
关系。

中国空间站还将继续开放。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
绍，下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将在支持入选团队实施项目的同
时，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紧
密合作，进一步完善并发布第二轮合
作机会公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
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王群
说，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生动诠释
了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开放包
容，并始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是
推动构建外空命运共同体的鲜活
写照。

美国资深太空记者、新书《月球
热：新太空竞赛》的作者莱昂纳德·戴
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为
中国在太空中建设新立足点的努力
鼓掌欢呼，在中国空间站可以开展多
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科学实验。”

他说，在外太空居住和生活极具
挑战性，中国在航天方面的能力日益
增强，有助于提高人类在近地轨道上
活动的安全性，还有助于对月球、火

星甚至更遥远太空的探索。
英国萨里大学工程和物理科学

学院副院长、萨里空间（卫星）中心
STAR实验室负责人高扬教授说：

“身为太空科技工作者，我认为国际
太空学界将会欢迎在空间站这类复
杂项目上开展对话与合作，并将从
中受益。”

（新华社维也纳6月12日电 记
者王子辰 赵菲菲）

美国航天局宣布国际空间站对私人“售票”
首批太空游客最早于2020年成行

是一个“伟大范例”

比国际空间站更国际

有益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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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航天局提供的国际空间站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卡特获颁
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

据新华社美国亚特兰大6月12日电 美国乔
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12日向美国前总统吉
米·卡特颁发首个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以表彰他
对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的贡献。

乔治·布什之子尼尔·布什代表基金会表示：
“卡特总统在促成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上采取了
大胆而有政治勇气的行动。建交决定不仅改变了
美中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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