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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右）对记者讲话。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日宣布启动一项
打击仇恨言论的行动计划。古特雷斯说，该行动
计划将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加强联合国与私营部
门、民间团体和媒体的合作，使用多种方法识别、
预防和打击仇恨言论。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联合国启动
打击仇恨言论行动计划

广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6月27日和
6月28日0:00－3：00两次对CN2网络三亚CN2设备进行替
换割接。

6月27日0:00－3:00对三亚W1交换机进行替换割接。
6月28日0:00－3:00对三亚W2交换机进行替换割接。
届时，以上设备下挂CN2 MPLS-VPN业务使用将受3

小时中断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6月25

日00:00- 06:00对海南电信商务领航平台进行优化，

不影响已在线使用的商务领航产品,仅在本次平台优化

期间企信通、蓝剑杀毒、蓝剑安全、网络硬盘、网络传真等

商务领航产品需要鉴权认证时受到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6月20日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程文胜，程玉华、程玉兰与被执行人王
献诗、王金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2017) 琼
0105民初797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王金荣名下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食品站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
1998字第41779号）。现拟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进行评
估、拍卖，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
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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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2018)琼0105执2144号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关于乐东供电局债权债务确认通知公告

为顺利完成我局债务确认工作，请以下单位在登报之日起60个
工作日内前来我局核对确认，60个工作日后，仍未前来我局办理确
认手续的单位，我局将按照《民法通则》规定视为自动放弃该债权。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乐东供电局 2019年6月20日

往来单位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名称
江西思凯科技深圳公司
福建省宏闽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宁夏天信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广安智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省松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海南耐迪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创博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广东天联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创成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事 项
工矿购销
2013年农网工程
2011年农网工程
2011年农网工程
乐东110KV站工程
2010年农网工程
2012年农网项目
孔汶35KV站扩建项目
福报35KV变电站2#主变扩建工程
乐东生产调度大楼

款项性质
物资款
监理费
施工费
施工费
施工费
施工费
设计费
设计费
施工费
服务费

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告

我单位接受委托对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
路美丽新海岸5套住宅进行转让，参考建筑面
积合计278.27平方米，转让底价合计为762万
元。有意者请于2019年07月03日16:00前
办理意向受让手续。详情请登录网站：www.
huaee.net。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28-8号
电话：0451-87200173

交房公告
尊敬的现代美居业主：

由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南现代
美居生活物流园（二期）住宅2#、7#楼现达到交付使用条
件，请广大业主按我司交房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资料，于
2019年6月26日-6月30日(9：00-17：30)前往海口市龙
华区创美路与山高南路交汇处喜盈门营销中心办理房屋
交 接 手 续 。 收 楼 咨 询 电 话 ：13648621273、0898-
66831133。
特此公告，恭候亲临！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0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吉承基（已逝，现已公证继承吉家乐）持有的

《宅基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0586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
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示范路（现八所镇东升街七巷），土
地面积为18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因
实地现状与宅基地使用证有所变化，现按现状坐标和尺寸来出
图，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小巷，南至吉家昌，西至畜牧局小区，北
至吉承山。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4日

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记
者刘阳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
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一场
集会上发表演讲，正式宣布启动连任
竞选活动。

集会在奥兰多安利中心体育馆举
行。特朗普在演讲中延续此前风
格，一面攻击新闻媒体和民主党候
选人，一面强调自己上任两年半以
来的政绩。

他提及持续两年的“通俄门”调
查，坚称自己“清白”、是民主党和媒
体“猎巫”行动的受害者。他还表示，
如果连任成功，他将继续在移民问题
持强硬立场并继续加大对毒品的打
击力度。

《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演讲
名义上是启动连任竞选活动，但
特朗普并没有抛出任何有新意的
政策，只是重复了之前集会上的
一些论调。

特朗普现年73岁，2016年11月
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正式宣布启动连任竞选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正式宣布启动连任竞选活动。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俄罗斯批美增兵中东计划
俄罗斯官员18日敦促美国放弃向中东地区增兵千人的计划，停止试图与伊朗开战的挑衅举动。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8日重申伊方致力于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不会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

继5月宣布向中东增派大约1500名士兵，美国代理
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17日宣布再向中东增兵千
人，声称意在强化美方安保和情报搜集能力。

针对美方增兵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的举动。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
方面曾反复告诫美方及其地区盟友，不要“不计后果地往
一个一触即发的地区增加压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方持续不断地以挑衅性方式
增加对伊朗的政治、心理、经济和军事压力，”里亚布科夫
说，“这些举动只能被视作是一个有意挑起战争的过程。”

按里亚布科夫的说法，如果美方不想要战争，就应当
停止强化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伊朗总统鲁哈尼18日重申伊方致力于维护伊核协
议，不会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

“伊朗忠诚于它的签字，”鲁哈尼说，“忠诚于国际协
议。”

伊朗与伊朗核问题六国2015年达成协议，美国去年
5月退出这一协议并恢复和追加对伊制裁，试图以极限
施压方式迫使伊朗与美国重新谈判协议，以限制伊朗的
武器项目和地区活动。

伊朗5月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不再对
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伊朗原子能组织17日确认，鉴于
伊朗方面近期决定提升浓缩铀产能，伊方将在27日突破
300公斤低丰度浓缩铀储量上限。

不过，伊方没有把话说满，声明一旦伊核协议其他签
署国履行承诺，伊方将停止这一做法。

护
协
议

伊朗情报部门官员18日说，伊方新近捣毁一个关联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网络，逮捕多名间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这名情报官员的话报
道，这一网络的一些成员已经被捕并移交司法，另一些成
员仍需接受“更多调查”。

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伊方与“外国盟友”合作采取
这次行动，是对美国情报机构一次“影响深远的打击”。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17日说，伊朗近期发动的
“袭击”证实美方搜集的情报可信，即伊朗部队及其代理
人组织在中东从事威胁美国人员和利益的恶意举动。

沙纳汉所说袭击，指两艘分别属于挪威和日本海运
企业的油轮13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的阿曼湾海
域相继遭到袭击。美国指认伊朗是黑手，遭对方否认。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对伊朗使用“边缘政策”美国恐难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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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再向中东增兵千
人的次日、即 18日，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重申，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不想与伊朗开战，只想重新
构建对伊朗威胁的威慑力。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当天同样再
次强调伊方立场：不愿打仗，但
不会低头。

美联社解读，美国采取“边
缘政策”，刻意把对抗推到危机
边缘，以迫使对方让步。但在一
名五角大楼前任分析师看来，美
国再度增兵不会起到威慑作用。

蓬佩奥18日在佛罗里达州美
军中央司令部总部视察时说：“特
朗普总统不想要战争，我们将继续
传递这一信息，同时用必要手段保
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按这名美国外交主官的说法，

特朗普只想重新构建遏制伊朗威
胁的威慑力。

蓬佩奥说，他会见那些可能
在海湾分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
目的是协调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努
力，从而“确保我们有能力做正确

的事情”。
他补充说，正确的事指“美国

将继续说服伊朗，我们将威慑伊
朗，防止他们在这一地区发动更
多袭击”。

虽然表明不愿开战立场，美

国在军事部署方面显现步步紧逼
姿态。帕特里克·沙纳汉在辞去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职务的前一天
宣布向中东再派大约 1000 名士
兵，声称目的是强化美方安保和
情报搜集能力。

曾在五角大楼任分析师的查
克·斯平尼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采访时说，美国再度向中东增
兵的政策“不具备任何威慑价值
和军事价值”，或许只是为了彰显
姿态。

斯平尼认为，增兵或许是依
据“政治因素”，即美国政府内部
有人急于“搞事情”，而不是制定

理智的外交策略。包括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在内，一些“鹰派”人物可能主导
增兵决策。

伊朗与伊朗核问题六国2015
年达成协议，美国去年5月退出这
一协议并恢复和追加对伊制裁，试
图以极限施压方式迫使伊朗与美
国重新谈判协议，以限制伊朗的武

器项目和地区活动。
伊朗5月宣布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
水和浓缩铀。伊朗原子能组织17
日确认，鉴于伊朗方面近期决定
提升浓缩铀产能，伊方将在10天
内突破300公斤低丰度浓缩铀储
量上限。

“我们不会对任何国家发动战

争。”伊朗总统鲁哈尼18日说，尽
管美国在中东做出种种动作，试图
切断伊朗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
孤立伊朗，“但他们没有成功”。

美联社解读，鲁哈尼想向外界
传递的信息是，面对美方“边缘政
策”，伊朗民众会顶住美方不断加
压并且最终获胜。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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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中国高校跻身
QS世界大学排名百强

新华社伦敦6月19日电（记者梁希之）英国
QS全球教育集团19日发布2020“QS世界大学排
名”，12所中国高校进入世界百强，其中清华大学
名列第16位，成为榜单上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

此次排名包含8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所高
校，排名前十的高校均出自欧美国家，包括麻省理
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麻
省理工学院连续第八年蝉联榜首，新加坡的新加
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并列第11位，成为排
名最高的亚洲高校。

按照这份榜单，中国（12所）仅次于美国（29
所）和英国（18所），是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
亚洲国家。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说，新中国
成立以来，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显著增强，
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对世界一流科
研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大力投入带来了学术实力
的突飞猛进。

QS全球教育集团成立于1990年，每年定期
发布“QS世界大学排名”等多项与高等教育相关
的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被认为
是世界三大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

美国代理防长换人
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记者刘阳 徐剑

梅）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
帕特里克·沙纳汉不再寻求担任国防部长，陆军部
长马克·埃斯珀将被任命为新的代理国防部长。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纳汉已决定
不再继续他的提名确认程序，以便有更多时间与家
人在一起。特朗普对沙纳汉的“卓越工作”表示感
谢，并表示将任命埃斯珀担任新的代理国防部长。

沙纳汉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家庭原因，
他要求退出国防部长提名确认程序，并将辞去国
防部副部长一职。

沙纳汉曾在波音公司供职多年，2017年3月
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并于当年7月
上任。2018年12月，特朗普宣布国防部长马蒂
斯将去职。2019年1月1日，沙纳汉担任代理国
防部长。美国白宫5月9日宣布，特朗普将提名
沙纳汉出任国防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