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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人路易斯·亚历山大·加西
亚早在1998年就开始从华为购买
通信设备，成为华为在巴西的首批
客户之一。20多年后，面对美国政
府以所谓安全名义打压华为，这位
巴西电信协会主席表示，他坚决反
对美国的行为，并仍然相信华为的
技术和服务。

加西亚对华为的信任代表了
拉美众多消费者和运营商的心
声。他们反对美国“封锁”华为，消
费者期待体验华为的最新产品和
技术，运营商期待与华为合作建设
5G网络。

在华为5G技术帮助下，近日阿

根廷退役网球运动员戴维·纳尔班
迪安和吉列尔莫·科里亚时隔14年
再“聚首”，为观众奉献了该国首场
5G虚拟网球赛。

流畅的网速和逼真的画面，让
观战球迷多洛雷斯·安德烈斯直呼

“太酷了”。“我很高兴能提前看到未
来的样子。”安德烈斯说。

墨西哥大学生路易斯·安赫尔·
埃尔南德斯也觉得华为设备“很
酷”，尤其是华为手机，其设计非常
人性化。接受记者采访时，埃尔南
德斯正在墨西哥首都一家餐馆免费
领取“墨西哥国民美食”烤肉卷饼。

最近，这家名为小塔可的卷饼

餐馆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项促销活
动：华为手机用户在该店消费一定
金额后，出示手机便可获赠一份烤
肉卷饼。餐馆经营者希望以此来抗
议美国对华为的“封锁”。

“就像我们每天都吃卷饼一样，
我们每天也需要用华为设备上网、
打电话。”埃尔南德斯说。

服务可靠、技术先进、价格合理
……华为除了收获拉美消费者的

“芳心”，也让众多拉美电信运营商
“爱不释手”。

加西亚同时经营着电信公司阿
尔加尔。他认为，华为对巴西乃至
世界通信技术发展发挥着“基础性”

作用。
“华为进入巴西，为巴西电信市

场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在世界范
围内，华为的出现帮助降低了通信
成本，提升了整个电信行业的效
率。”加西亚说。

华为在5G领域的技术领先优
势也为华为与拉美电信运营商之间
的合作创造了新机遇。

阿根廷电信公司 TELECOM
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摩尔蒂尼坦言，
美方的禁令不会影响公司与华为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我们无法
自己完成5G技术创新，我们将继续
与华为合作”。

一些拉美国家政要和学者也
对美国的霸凌行径说“不”。巴西
副总统莫朗日前在接受巴西媒体
采访时说，巴西没有任何限制华为
在巴西发展的计划，华为是世界上
少数掌握5G技术的公司，而巴西
在电信领域不够发达，需要这项新
技术。

秘鲁知识产权专家塞萨尔·阿
尔萨莫拉认为，美国对华为的“封
锁”是霸权思维的体现，违反了自由
贸易和技术合作原则。“美国打压一
个为秘鲁和世界贡献先进技术的公
司，这是很糟糕的事。”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跨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 15 日
在西班牙开通该国首个5G商业网
络，核心供应商是华为公司。此
前，英国和瑞士已经在一些城市开
通5G网络，也都使用了华为技术。

众所周知，美国近来出于一己
之私，到处散播“华为会威胁国家
安全”的谬论，并以此为由向欧洲
盟国施压，威胁对使用华为设备和
技术的盟国减少情报分享，企图迫
使他们将华为排除在欧洲5G网络
的建设之外。

然而，事实表明，美国的“盘外
招”挡不住欧洲 5G 市场拥抱华
为。这充分说明，美式霸凌再嚣
张，也抵不过市场和事实的力量，
欧洲并没有被怀揣私心的“老大
哥”带到沟里去。

欧 洲 5G 建 设 依 然 拥 抱 华
为 ，证 明 市 场 终 将 作 出 理 性 选
择。目前，华为在 5G 技术上处
于领先地位，性价比高，可靠性

强，且与各个运营商建立了良好
的信任关系。西班牙主流媒体

《国家报》近日算了一笔账：如果
用其他公司的设备替换华为设
备 ，电 信 运 营 商 的 成 本 将 增 加
15%。“抛弃华为”无疑将拖慢欧
洲 5G 部署进程。

欧 洲 5G 建 设 继 续 信 任 华
为，证明事实终将战胜谣言。美
国一再诋毁华为有“安全风险”，
却始终拿不出任何证据。欧洲
盟友自然不买账。西班牙外交
大臣博雷利说，华为与西班牙运
营商的关系非常重要，西班牙不
会 对 某 家 电 信 供 应 商 抱 有 偏
见。德国外长马斯公开表示，德
国已有很高的安全标准，只要符
合这个标准，德国就不会排除参
与 5G 竞标的公司。荷兰和英国
等国也持类似立场。

事实上，美国打压华为的私心
谁不懂呢？英国《卫报》日前刊文
说，美国之所以想搞垮华为，是因
为如果任由华为发展，它最终可能

会影响美国一些科技巨头的行业
地位，“所以最好现在就把它搞垮，
不让它有这种机会”。

失道注定寡助，公道自在人
心。华为提供技术支持的 5G 网
络在欧洲陆续开通，说明美国动
用国家机器打压一家民营企业的
霸凌行为不得人心，这种扰乱市
场正常秩序的行为终将苍白无
力。美国这种不讲规则、自私自
利的行为，只会给欧美盟友关系
再添裂痕，令大西洋两岸的隔阂
越来越深。

华为的遭遇也启发人们思考：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竞
争。回顾历史，许多伟大的国家、
企业和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
共同之处在于在面临竞争时，采取
学习和合作的态度，而非排斥或打
压。归根到底，自强才能真正强
大，靠使用阴招、坏招，不可能变得
伟大。

(新华社马德里 6月 16 日电
记者任珂 冯俊伟)

美国缘何挡不住欧洲拥抱华为?

拉美多国对美国打压华为大声说“不”

新华社马德里 6 月 15 日电
（记者任珂 冯俊伟）跨国电信运营
商沃达丰15日在西班牙正式启动
该国首个5G商用移动网络，首批
覆盖15个城市，华为是核心设备供
应商。

据西班牙沃达丰发布的消息，
5G移动网络将首先覆盖马德里、巴
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等全国15个主
要城市，服务大约 50%的当地人
口。随着时间的推移，5G网络还将
不断扩大覆盖范围。

5G移动网络的终端设备及服
务目前已经可以在西班牙沃达丰网
站上购买。在沃达丰马德里的门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G手机和
服务将于17日正式在门店上线，但
目前已经有很多顾客前来询问，表
达了强烈的兴趣。

据介绍，西班牙5G用户将体
验到每秒1G的下载速度，而且今
年底有望提速至每秒2G。与4G网

络相比，5G网络的延迟也大幅降
低，将为自动驾驶、远程医疗和虚拟
现实等技术提供基础。

西班牙由此成为最早一批正式
开通 5G商用移动网络的欧洲国
家，西班牙沃达丰的5G网络也是
迄今为止欧洲覆盖城市最多的5G
商用网络。据悉，华为公司是沃达
丰5G网络的核心供应商，双方保
持了十几年的长期合作关系。西班
牙沃达丰5G网络的开通，将为该
公司在更多国家开通5G网络作出
示范和提供借鉴。

上月底，英国主要电信运营商
之一EE公司在英国6个主要城市
率先开通5G服务，该公司重申将
继续在其部分5G网络基础设施中
采用华为的设备。

据沃达丰公司透露，他们将陆
续在英国和德国等国开通5G网络
服务，今年夏天将实现5G网络在
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漫游。

西班牙开通首个商用5G网络
华为是核心供应商

全球超算500强
中国上榜数量蝉联第一

新华社德国法兰克福6月17日电 新一期全
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17日面世，中国超算上
榜数量蝉联第一，美国超算“顶点”仍是运算速度
冠军。新榜单还有一大看点是史上首次所有上榜
超算的速度都突破了每秒千万亿次。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在德国
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17日发布了最
新榜单。中国境内有219台超算上榜，在上榜数量
上位列第一，美国以116台位列第二，日本、法国、
英国和德国依次位居其后。这是2017年11月以
来，中国超算上榜数量连续第四次位居第一。

中国企业也继续保持上榜数量优势。在此次
榜单上，联想、浪潮和中科曙光分别以173台、71
台和63台的数量位居全球超算制造商前三位。

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顶点”以每秒14.86亿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再次
登顶，这超过了它在半年前榜单上的每秒14.35
亿亿次的纪录。

新一期榜单的前四位较上次没有变化。美国
能源部下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山脊”、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
分列二三四位。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入选500强榜单的全部
超算的浮点运算速度均已突破每秒千万亿次。这
份榜单的最低“门槛”是每秒1022万亿次。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始于1993年，由
国际组织“TOP500”编制，每半年发布一次，是给
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知名榜单。

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425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9)海仲
字第188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执
行申请执行人邢肖艺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海仲字第188号裁决内容为：海南隆程房
地产有限公司应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位于海口
市东方洋开发区第二、第三小区(丘海大道1—2号)紫园公寓二层
2D房(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27273号)的不动产权办理过户
登记至邢肖艺名下。根据上述裁决及权利人申请，本院拟将上述涉
案房产裁定过户至邢肖艺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
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
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426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9)海仲
字第187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执
行申请执行人谢鸿发、谢丽珍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海仲字第187号裁决内容为：海南
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应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位
于海口市丘海大道1-2号紫园公寓15层15E房(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HK227305号)的不动产权办理过户登记至谢鸿发、谢丽珍
名下。根据上述裁决及权利人申请，本院拟将上述涉案房产裁定过
户至谢鸿发、谢丽珍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
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
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欠税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欠税公告办法（试行）》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

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
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
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

2019年6月1８日

欠税户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纳税人名称

海南澳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陵水英州吴定军建筑安装施工队

海南海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陵水新发印刷厂

海南国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中康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陵水南平龙基林建筑材料经营部

陵水北斗誉达汽车修理厂(杜永云)

陵水北斗誉达汽车修理厂

陵水北斗东宜手机店

陵水椰林味正牛肉丸火锅城

黄燕（地税非正常）

纳税人识别号

91469034MA5RGUF648

92469034MA5RGH1C93

91469034MA5RD40D9C

46003419700615004401

914690345839432103

91469034397426922F

92469034MA5RH2H74L

46002319770818321201

46002319770818321201

46002419850212094601

44052719651005003X

460034197610262422P1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姓名

盛景成

吴定军

陈人毅

陈秋美

胡建

彭艳辉

龙湘

杜永云

杜永云

覃艳

陈宋谊

黄燕

身份证号码

420922196402178219

432503197604172998

460034198206120071

460034197006150044

230231199212301534

430621198107295410

44088119861007565X

460023197708183212

460023197708183212

460024198502120946

44052719651005003X

460034197610262422

经营（注册）地址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
文黎大道8号A座610室
陵水县英州镇英州村29号

海南省陵水县椰林镇新丰北
二横路43号
陵水县椰林镇新兴路152号
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万安红
草坡金源山庄
海南省陵水县椰林镇坡留第
二社大兴村１７５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南平农场南
平街167号

陵水县医药总公司仓库

陵水县北斗医药总公司旁边
陵水县椰林镇建设路377号
一楼铺面
陵水县椰林镇滨河南路一层
F1-02-2 F1-02-3号商铺
陵水隆广镇

欠缴税款
金额（元）

1366916.69

61315.38

65437.00

34000.00

13568.67

12958.88

10673.25

4200.00

2343.20

2040.00

1500.00

630.00

拍卖公告 （第19009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27日下午15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儋州市新洲镇黄玉村内堆沙点，堆存的河沙资源量（松方）为
7261m3,参考价：单价为214.2元/m3，竞买保证金：8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6月26日止；
报名时间：2019年6月19日至 6月26日下午17时止（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儋州市支行，账号：2201026039024501013；

特别说明：本标的物按现状拍卖，标的现状以现场实际测算数量
为准，并作为本次拍卖结算总成交价款的依据。

报名地点：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咨询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海国际2201
地块（一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19〕3160号
滨海国际2201地块（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新埠岛，属《海口市新埠

岛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201地块范围。项目于2016年8月通过规划
许可，于2016年11月、2017年4月变更方案，方案内容为7栋地上2-4
层，地下1层商业楼，批建面积地上34156.54m2、地下42200.75m2。现
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地下室。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调
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
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6月18日至7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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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海南省琼海市养老中心公开征选运营方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6HN0086

受委托，现公开征选海南省琼海市养老中心运营方，对该养老
中心进行统一运营管理。一、标的简介：琼海市养老中心位于琼海
市嘉积镇嘉博路上埇段北侧琼海市社会福利中心大院内，养老中心
楼总建筑面积3678.43m2，建筑占地面积745.7m2。项目现状为1
栋地上6层钢混结构大楼，共设置100个养老床位，配套建筑装修、
电梯、给排水、电气、消防等工程(详细情况以现场勘查为准）。二、
项目招商内容：为加快琼海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完善琼海市养
老服务中心的养老配套设施，扩展养老服务功能，提高琼海市养老
服务质量，现公开征选具有养老服务等方面经验的专业机构对琼海
市养老中心进行投资及统一运营管理。投资金额不低于300万
元。委托营运期及管理发展资金：委托运营期限为15年；免收运营
方3年管理发展资金，运营方从第4年开始缴纳10万元管理发展资
金。运营管理期间不得私自转包。三、确定合作方办法：通过综合
评审方式确定运营方。四、公告期：2019年6月18日至2019年7
月15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30杜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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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三亚海之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裴行超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三亚海之国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裴行超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三亚海之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将债权人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
人享有的债权，以及与转让债权有关的其他权利和利益，依法转让
给裴行超。三亚海之国旅行社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裴
行超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即向裴行超履行付款义务。特此公告

附：转让债权清单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名称
海南四海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亚快乐自由人商旅有限公司
刘清 身份证622201****151X
杜强 身份证230406****0311

贾俊勇
张秀珍

金额
72169元
44970元
84282元
22461元
52437元
37553元

备注
账款
账款
账款
账款
账款
账款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分社
裴行超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分社与裴行超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分社将债权人
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以及与转让债权有关的其他
权利和利益，依法转让给裴行超。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三
亚分社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裴行超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裴行超履行
付款义务。特此公告

附：转让债权清单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陈卫志 4600351****1712

刘 清 身份证622201****151X

金额

26453元

78040元

备注

账款

账款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小端等十五人与被执行人海南银泉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
琼0105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银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35号银泉花园-1层10号、11号、12
号车位。因被执行人海南银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未主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
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4) 字第000399号

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19〕3243号

吴赵明、吴顺和、吴顺刚、吴顺光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坡巷村，土地面积为288.98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经查，吴赵明、吴顺和、吴顺刚、吴顺光持有的海口市国用
(2004)字第0003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
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龙华分局提出书面申
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特
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谭女士，电话：68513767）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0629期)

我司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29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下列
资产：01. 海口市人民路23号富豪花园别墅2889号房产，建筑面
积620.88m2,土地面积145.22m2，有8年租约。参考价：9999元/
m2。 02. 文昌市文城镇文兴路 58 号商住房产，土地面积
1584.45m2，建筑面积5977.60m2，现有72间客房32间包厢，车位
充足,有200余万他项，参考价3180万元。03. 司法裁定资产文昌
市清澜开发区商贸地段，面积4837.24m2商业用地使用权，容积率
2.0，股权过户，参考价1000万元。上述资产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
承担，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6时，详
情请关注“京海拍卖”公众号。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
心F座906室。拍卖地址：海口市民生东路3号农行综合楼三楼会
议室。电话：18889289611 0898-68534238

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
将突破浓缩铀存量上限

这是2011年1月15日在位于伊朗首都德黑
兰西南的阿拉克拍摄的重水工厂的资料照片。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日
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天发表声明，宣布伊朗
将于6月27日前突破低浓度浓缩铀300公斤的
存量上限。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