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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领导小组公告（第15号）

2019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定于

10月13日举行，6月26日至7月16日

网上报名，详情请登陆海南省农业厅官

网（http://agri.hainan.gov.cn/）。

咨询电话：0898-65333733

序号
1

2

名称
大型船舶

大型船舶

数量
一艘

一艘

特征
船名:“丰顺
1号”轮
船 名:“ 豪
伟”轮

备注
随船证书显示归属帕劳共和国马拉卡尔船籍港，
船舶编号或呼号:T8A2548,船舶类型:油轮。
随船证书显示归属巴拿马船籍港，外文名:
HARVESTS,船舶呼号H07915，IMO船舶识
别号8223804,船舶类型:货物冷藏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缉私局公告
琼关缉公告字〔2019〕1号

我局于2018年1月22日在北部湾海域查获两起走私案件，
下列涉案的走私运输工具，所有人不明。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八条等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请该
船舶所有人等权利人于2019年12月21日前到我局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我局将对下列走私运输工具依法予以收缴。

2019年6月2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2019)琼0105执169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海南众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李永东

追偿权纠纷一案,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琼0105
民初473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19年7月11日10时至
2019年7月12日10时(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
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
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sf.taobao.
com/0898/13)被执行人李永东名下所有的车牌号为琼A71F00
的翼虎牌车辆1辆。特此公告。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26452
2019年6月24日

伊斯坦布尔市长重选 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再胜

埃尔多安遭遇政坛“滑铁卢”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23日重新选举市长，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以明显优势获胜。
舆论认为，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遭遇政坛“滑铁卢”，这也是他执政16年来的最大打击之一。

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截至23日晚，大约99%的选票清点
完毕，伊马姆奥卢获得54%的选票，
领先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前
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超过77.5万
票。后者得票率为45%。

3月31日土耳其地方选举中，伊
马姆奥卢以领先耶尔德勒姆1.3万票
的微弱优势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选
举。正发党指认选举违规，要求重
选。最高选举委员会5月初裁定选
举结果无效，宣布 6月重选。路透

社报道，这一决定在土耳其国内外
招致强烈批评。

伊马姆奥卢现年49岁，商人出
身，曾担任伊斯坦布尔一个区的区
长。法新社解读，他的竞选口号是“一
切都会好起来”，与土耳其政坛通常咄
咄逼人的风格相反，因而赢得选民共
鸣。路透社报道，伊马姆奥卢在竞选
中展现包容，避免批评埃尔多安。

伊马姆奥卢在获胜演讲中表示，
准备与正发党合作，解决伊斯坦布尔
市面临的难题，包括交通拥堵和叙利

亚难民安置。
埃尔多安当天承认正发党失利，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祝贺根据
初步结果赢得选举的埃克雷姆·伊马
姆奥卢。”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城市
和经济文化中心，这是正义与发展党
过去25年来首次在这个城市的市长
选举中失利。在3月底举行的地方
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已在安卡拉、
伊兹密尔和安塔利亚等大城市市长
选举中败选。

美联社解读，23日选举不只是
一次市长选举，埃尔多安自己曾经说
过：“得伊斯坦布尔者得土耳其。”

“这对耶尔德勒姆和埃尔多安而
言是巨大的失败，”土耳其比尔肯特
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贝尔克·埃森
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

埃尔多安20世纪90年代任伊斯
坦布尔市市长，2003年至2014年任
总理，2014 年当选总统，2018 年连
任。掌权期间，土耳其经济多年保持
强劲增长。只是，土耳其当前经济

衰退和物价上涨影响了埃尔多安和
正发党的民意支持率。在3月31日
地方选举中，正发党还在首都安卡
拉、伊兹密尔、安塔利亚等主要城市
市长选举中败北。

路透社分析，伊斯坦布尔市市
长重选结果让埃尔多安非常尴尬，
可能削弱他对权力的强力控制。
埃尔多安在竞选中卖力地为执政
党候选人拉票。正发党失利可能
触发土耳其政府内阁改组以至对
外政策调整。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员布
鲁塞尔中心访问学者、土耳其前外交
官塞南·于尔根说，伊马姆奥卢获胜
优势明显，重选“肯定将对土耳其政
治的未来产生影响”，“这对正发党是
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不过，埃尔多安上周表示伊斯坦
布尔市长重选没有那么重要。他说，
换市长“只是商店橱窗换了摆设而
已”。伊斯坦布尔下设城区中近三分
之二仍由正发党控制。

王雪梅（新华社专特稿）

获胜的反对党候选人优势明显

埃尔多安：“得伊斯坦布尔者得土耳其”

6月23日，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参加集会。 新华社/路透

美公司将为152人
举行“太空葬礼”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3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一家公司计划利用“猎鹰
重型”火箭在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
期间发射的机会，将152名死者的骨
灰送入太空，举行一次“太空葬礼”，每
克骨灰收费4995美元起。

美国塞利斯蒂斯悼念航天公司
（以下简称塞利斯蒂斯公司）日前宣
布，该公司在即将发射的“猎鹰重型”
火箭上购买了部分位置，将152人的
骨灰送入太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预定于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的窗
口期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
射“猎鹰重型”火箭。

这次送入太空的有美航天局已故
宇航员威廉·波格的骨灰，这些骨灰预
计会随卫星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约25
年，最后像流星一样被燃尽。塞利斯
蒂斯公司官网显示，像这样把骨灰送
入地球轨道的“太空葬礼”服务价格是
每克骨灰4995美元起。

该公司官网上还显示有其他类
型的“太空葬礼”服务。如果只是把
骨灰短暂送入零重力环境后就返回
地球，每克骨灰收费2495美元起；如
果把骨灰送到月球上，或是永远在太
空中旅行，每克骨灰收费都是1.25万
美元起。

美国航天局公布
最新火星陨坑照片

新华社洛杉矶6月23日电（记者谭
晶晶）美国航天局日前公布了最新发现
的火星陨坑的照片，显示火星陨坑表面
红色尘埃之下有些醒目的深色物质。

据介绍，这个陨坑可能形成于
2016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之间。
2019年4月，美国航天局火星勘测轨
道飞行器上搭载的高分辨率成像科学
实验照相机拍下了陨坑照片。

照片显示，圆形陨坑周围的红色
尘埃下有些蓝色物质。美国航天局表
示，蓝色并非实物颜色，而是为增强不
同物质的视觉差异添加了滤镜所致。
浅蓝色的部位是火星表面受陨石撞击
后露出的基岩，亮蓝色部位可能是撞
击后飞溅的不同成分的物质。

美媒：美国对伊朗发动网络战
伊朗官员：美对伊方进行网络攻击但没得手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
普 22 日宣布对伊朗追加制裁，不
久后批准美军网络司令部对伊朗
发动报复性网络攻击，目标是伊朗
控制火箭和导弹发射的电脑系
统。报道称，美方网络攻击使伊朗
这一武器系统“瘫痪”。

另据雅虎新闻网站报道，网络攻
击目标还包括一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关联的“间谍网络”，后者过去数
年经由网络追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
军用和民用船只，与两艘油轮13日在
阿曼湾遇袭关联。美方指认油轮遇
袭是伊朗方面所为，后者坚决否认。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稍后报道，
不清楚美方所谓网络攻击是否达到
效果。报道暗示，美国媒体“虚张声
势”，“旨在影响民意和挽回白宫丧
失的名声”。

伊朗革命卫队20日宣布击落一
架侵入伊朗领空的美军无人机。美

方称事发时无人机在国际空域。
特朗普21日证实，他一度下令

军方20日晚打击伊朗境内目标，但
在最后一刻叫停行动，因为可能造成
伊朗方面“不对等”伤亡。特朗普22
日申明，他没有“放弃”军事打击，只
是“推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博尔顿 23 日警告伊朗，不
要“误将美方的谨慎和慎重当作
软弱”。

博尔顿当天访问耶路撒冷，会晤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他
在两人会谈前告诉媒体记者，美国保

留以后攻打伊朗的选项，特朗普“只
是”叫停军事打击。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军方指
挥官吴拉姆-阿里·拉希德的话报
道，如果美方与伊朗爆发冲突，将产
生“不可控”后果，危及驻扎在中东地
区的美军人员。

拉希德说，一旦战争发生，规模
和持续时间不可控，特朗普政府应该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保护美军人员
的生命安全”。

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电脑网络先
前遭“震网”病毒攻击。不少人认定
那次攻击由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贾

赫鲁米说，伊方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防火墙软件，保护伊朗工业设施免受

“震网”病毒入侵。
伊朗政府和军方多名官员22日

密集发声，警告美国不要动武，否则
“整个中东地区将陷入火海”。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媒体 针锋相对

普京：

俄罗斯愿与美国发展关系
新华社莫斯科6月23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23日表示，俄罗斯愿与美国发展关系，并通过
对话找到共识。

普京当天在接受俄罗斯独立电视台采访时
说，俄美两国对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拥有各自不同
的看法。美国当局清楚，俄罗斯是不会被“压服”
的，因此两国必须进行对话才能找到共识。

普京强调，如果美方需要对话，那么俄方准备
对话；如果美方不需要对话，那么俄方将继续等
待，直到美方“考虑成熟”。

普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能就对外政策
作出决定，但美国的体制对特朗普构成了妨碍，导
致他想办的许多事情办不成。当然，也有“很多事
情取决于政治意志”。

在本月20日的电视直播节目“与普京直接连
线”中，普京表示，俄方愿与特朗普就国际安全与
双边关系问题进行对话。

受乌克兰问题、俄前特工“中毒”案以及美俄
先后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等事件影响，俄美关系
近年来持续紧张。

夏威夷坠机死亡人数升至11人

洛杉矶总领馆提醒
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新华社洛杉矶6月23日电（记者谭晶晶）美
国夏威夷州瓦胡岛21日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
11人死亡。记者日前向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确
认，遇难者中没有中国公民。总领馆还提醒前往
夏威夷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当地时间21日晚6时30分左右，一架双引擎
飞机坠落在瓦胡岛海滩上并起火燃烧，机上11人
全部遇难。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获悉有关报道后，驻洛杉矶总领馆与夏威夷警
方取得联系，得知遇难者中没有中国公民。总领
馆在上月发布的“夏威夷州风险提示”中曾专门提
及航空跳伞、直升机观光一类户外安全风险，建议
中国公民慎重参与。

总领馆提醒前往夏威夷的中国公民要注意游
泳、冲浪、潜水等涉水活动以及徒步、跳伞、直升机
观光等户外活动风险，留意防范飓风、海啸、火山
爆发、地震、洪水、丛林火灾等自然灾害，住宿或外
出均要注意防范盗抢。

6月24日，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市，救援人员
将幸存者从废墟中抬出。

当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大楼倒塌事故的救
援工作持续进行。这栋大楼是位于西哈努克市第
四分区正在建设的一栋七层建筑物，22日发生坍
塌，多人被掩埋在废墟中，其中大多为建筑工人。
截至24日，已造成24人死亡，24人受伤，估计伤
亡人数还会上升。 新华社/法新

柬埔寨一在建七层建筑倒塌
已造成24人死24人伤

沙特王储明日访问韩国
将推进两国能源和公共服务领域合作

韩国政府官员24日说，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定于26日开始访问韩国，将与韩
国领导人商讨推进两国能源和其他领域合作。

访问为期2天，是继1998年时任沙特王储、
已故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
兹访问韩国之后沙特新王位继承人首次访韩。
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总统文在寅26日将会晤穆
罕默德。

一名韩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双方会就能源和
公共服务等领域合作签署一系列协议。

沙特阿拉伯是韩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也是韩
国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营韩国石油
公司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韩国从沙特进口
1.015亿桶原油，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7%。

韩国有意参与沙特的核能项目。韩国电力公
社去年7月在沙特核电站建造竞标中入围。

郑彦驰（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军方网络部队军人在工作。 新华社发

美国多家媒体
22日披露，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秘密授权
美军网络司令部对
伊朗发动网络攻击，
瘫痪了伊方控制火
箭和导弹发射的电
脑系统和一个网络
“间谍系统”。

一名伊朗官员
24日说，美方对伊方
发动了网络攻击，但
没有得手。伊朗通信
与技术信息部长穆罕
默德·贾瓦德·阿扎
里·贾赫鲁米在社交
媒体“推特”写道：“他
们千方百计地尝试，
但攻击没有成功。”

官员 互相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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