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B08 综合

■■■■■ ■■■■■ ■■■■■

广告

海南省各有关单位：
2020年进口报刊收订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司是经国家新

闻总署、海南省政府批准于1988年设立，是省内负责进出口原版
国内外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的国有专营外贸公司，欢迎海南
各界新老订户来函来电订阅（目录备选）。

收订时间：2019年10月-2020年3月
收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13楼C座
联系人：海口：陈小姐0898-65334043

林先生13307523855
三亚：陈先生13876660533

进口报刊收订通知

海南出版对外贸易公司报刊部
2019年10月20日

江东新区起步区水系道孟河治理工程（示范段）项目用地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171273.33平方米（约合256.91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村民小组

有东坡村、山湖村、道北村、道南村。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

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李先生:13976703345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迁 坟 通 告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11月6日

海口市滨海大道商业资产出让公告
我公司受权利人委托公开出让海口市滨海大道信恒大厦1-6

层下列资产：1、104房（一楼商铺）：1472.81m2，单价28000元/m2。
2、201房：1835.39m2；202 房：1654.52m2；301 房：2372.76m2；
302房：1696.49m2；单价16000元/m2，以上为二、三整层。3、401
房：994.25m2；5层：1267.79m2；6层：1279.66m2；单价16800元/
m2。车位：180个，单价15万元/个。上述资产可分户分层出让，整
体价格16999元/m2(不含车位）。资产为股权交付，股权转让税费
各自承担，可按揭支付，按揭手续自行办理。受让保证金按标的
10%缴纳，详情请关注“京海拍卖”公众号。有意受让者请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

地 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 话：18889289611 0898-68520771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坟墓迁移公告
根据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内项目建设需要，

文昌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6月依法完成龙楼镇红海村委会吉尾
村民小组44.534亩地块（Wn2008-30号）的土地征收工作，并于
2013年8月将上述地块土地（文国土储2009-42-1号地块）出让
给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为确保项目顺利建设，现需对该地块内遗留坟墓进行迁移，
请有关坟墓的户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到文昌市铜鼓岭
项目指挥部依法办理有关坟墓迁移补偿手续并自行迁移。如逾
期未办理的，将依法视为无主坟处理。（联系单位：文昌市铜鼓岭
国际生态旅游区项目指挥部；联系电话：0898—63572886）。

特此公告。
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项目指挥部

2019年11月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988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郑庆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在仲裁审查阶段，依
据申请执行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保全申请，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琼0105财保179号民事裁定，
查封了被执行人郑庆云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69号阳光西
海岸(三期)南区B3A幢4层3A04房[房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HK38255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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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
将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等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菲菲
联系方式: 0898-66737581

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招标公告
我司投资开发的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现进行1#、2#商务

楼消防专业分包施工招标。1#、2#商务楼总建筑面积82648m2,地
下1层，地上30层。报名条件：

1、公司注册资本金不少于800万元人民币。2、公司取得消防
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一级，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3、公司
近3年在海南省内至少已完成2个及以上类似规模的消防工程。4、
公司近3年平均年营业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5、公司及主要
负责人无经济纠纷及诉讼。

本招标公告有效期至2019年11月7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严先生18907138516；胡先生18202792826

东方御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6日

就海口市美兰临空经济区南航基地东侧一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10月10日在《海南日
报》B12版刊登了（2019）第56号挂牌出让公告，因规划调整，
现将该宗土地挂牌出让公告中的容积率由≤1.3更改为≥1.0，
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6日

变更公告
就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等五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 11月 5日在《海南日报》刊登了
（2019）第65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将第65号公告内容做以下
更正，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第六点（三）“……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
更正为“……且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6日

更正公告

这张伊朗总统府官方网站提供的照片显示，11
月5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讲话。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日消
息，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宣布伊朗中止
履行伊核协议的第四阶段措施。 新华社/美联

伊朗宣布中止履行
伊核协议第四阶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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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
新华社华盛顿11月4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政府4日正式通知联合
国，要求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就此发
表声明，宣布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
黎协定》的程序。

根据《巴黎协定》规定，该协定
生效3年后（即2019年11月4日），

缔约方才能正式要求退出，退出过
程需要一年时间。这意味着，美国
将于2020年 11月4日起“准时”退
出《巴黎协定》。

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安德鲁·
斯蒂尔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放弃
《巴黎协定》对后代而言是残忍的，
降低了世界的安全性和生产力。但
好消息是，大量的美国州政府、城市

和企业正在推进与《巴黎协定》一致
的气候行动。

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一
份声明中说，《巴黎协定》是最重要
的全球性成果，标志着全世界认识
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和广泛性，而
美国政府今天的声明表明其非常
短视。

《巴黎协定》于 2015 年达成，

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是《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
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
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作出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 6 月
宣布，美国将“停止落实不具有约
束力的《巴黎协定》”，认为后者让
美国经济处于不利位置。特朗普

还曾表示气候变化是骗局，他在气
候问题上的立场招致国际社会广
泛批评。

特朗普政府频频在环保政策上
开倒车，包括降低对火电厂和汽车的
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等。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法学院的统计显示，从2017
年1月到今年9月初，特朗普政府已
放松了128项环保法规。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影响
美国政府4日正式启动退出《巴

黎协定》程序，预期一年后成为唯一
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

一些分析师认为，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影
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在
继续。

形象受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气候变

化的经济学家杰克·雅各比说，美国
退出《巴黎协定》“不会蒙受经济损
失”，但冲击自身全球领导力。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气候变化
法律中心主任迈克尔·杰拉德认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放弃协定
正在树立坏榜样，为其他国家提供
逃避协定责任的借口。

“它们（其他国家）会反问，如
果地球上那个温室气体排放最严
重、同样最富裕的国家不愿意行
动，我们为什么要行动？”杰拉德
说，“如果特朗普以外的其他（总统
竞选）人当选，他（她）几乎肯定会
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全世界会张
开怀抱欢迎回归。”

政治划线
美国启动退出程序，距离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只有数
星期，同时契合美国总统选举倒数
一周年。

《巴黎协定》规定，缔约方退出
过程需要一年，意味着美国将在
2020 年 11 月 4 日、即总统选举投票
日第二天准时退出协定。当选总统
有权在30天内改变决定。

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气候
变化是选举焦点议题之一，民主、共

和两党对立明显。
民主党坚定维护《巴黎协定》，

民主党籍总统竞选人在初选辩论阶
段提出各类减排设想，以减少美国
经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共和党内，温和派承认气候变
化事实，认为妥善应对这一挑战
有利于拉拢年轻选民；坚定支持
特朗普的保守派不认同《巴黎协
定》条款。

行动继续
依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估

算，美国2025年碳排放量比2005年
低 17%，减排力度低于《巴黎协定》
目标。

分析师认为，美国退出不意味
着《巴黎协定》难以延续。

《政治报》网站报道，包括加
利 福 尼 亚 、纽 约 在 内 ，美 国 多 个
州、市和企业正加大减排力度，推
进 与《巴 黎 协 定》一 致 的 气 候 行
动。那些地方和企业经济总量达
10.1 万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中
两国。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4日电（记者刘晨 刘
品然）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制裁多名与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相关的个人和实体。

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制
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9名与哈梅内伊相关
的个人。声明称，此举是为阻止资金流入由哈梅
内伊身边的军事和外交顾问组成的“影子网络”，
阻止其“在全世界输出恐怖主义，推行造成不稳定
的政策”。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的对象在美国境
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制裁多名与哈梅内伊
相关的个人和实体

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产生新议长

林赛·霍伊尔要“擦亮招牌”

依据传统仪式，霍伊尔当选后被人
拖到了议长座位上。这是因为古时候
议长负责向君主上报下院意见，常有人
因而不幸送命，议长因而无人愿当。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霍伊尔接
受议长职务时“激动”发表演讲，“坚
定”希望议会下院再次获得英国乃至
全世界尊重，“我们必须确保清洗污
垢，期待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显现尊

重与容忍，而我们将维持秩序”。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祝贺霍

伊尔当选，说相信他会把“标志性的善
良明理”带入议会程序，期待看到“一
位不偏不倚的议长”。

作为同僚，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首
杰里米·科尔宾称赞霍伊尔出任下院
副议长9年间展现的“稳健”，相信他
会“勇敢面对政府”。

霍伊尔来自兰开郡乔利选区，
1997年当选下院工党籍议员，2010
年起任副议长。虽然与伯科一样是体
育迷，但霍伊尔更喜欢橄榄球和板球，
支持老牌足球俱乐部博尔顿流浪者。

按照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的说法，
霍伊尔并不“自满、浮夸”，“慈祥”的他
因而在议会颇受欢迎。出任副议长期
间，他尽量避免引发争议或与政府正
面冲突，而这些似乎都是伯科更青睐
的选择。

实际上在竞选议长阶段，几乎全
部参选人都对伯科提出不点名批评。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已出任10年议长
的伯科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3年多
进程中角色日益关键，因而毁誉参
半。有人指认伯科打破议会传统，偏
向试图阻挠政府“脱欧”方案的一方。
也有人称赞伯科赋予议会更多挑战并
审查政府的权力。

霍伊尔4日晚当选后接受采访时
直言：“我认为我能带来新风格……我
愿意为未来改变。我意识到议会下院
公众形象已受损，希望确保公众重拾
对民主的信任，这可以通过确保在这
里工作的每个人作正确的事而实现。”

行事低调不等于沉闷，霍伊尔在
议会内外以开朗著称。他向《星期日
泰晤士报》披露，他养着一只名为“鲍
里斯”的鹦鹉，“以话多的那位首相命
名”，而“鲍里斯”已学会前议长伯科
的“秩序！秩序！”咆哮。

霍伊尔还养了一条湖畔梗，以下
院前议长贝蒂·布思罗伊德命名。另
有一头“大爪”罗威纳犬和一只“硬

壳、绝不妥协”乌龟的名字分别取自
前首相戈登·布朗和“铁娘子”玛格丽
特·撒切尔。

出任副议长期间，霍伊尔尽力保
持中立。他所在的选区2016年有
57%的选民支持“脱欧”，但霍伊尔从
未披露他的个人投票意向。

依照程序，霍伊尔需要在12月议
会选举结束后重新竞选才能上任，但

天空新闻频道预期届时将是“走过场”。
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爱丽丝·莉莉告诉路透社，伯科在任
时作出一些“前所未有、出人意料”的
决定，“我们不得不观望新议长会否面
临类似的‘脱欧’情境和少数派政
府”。如果议会选举产生多数派政府，
议会下院作用可能不如眼下重要。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拖上”座位

誓言“改变”

“名人”宠物

美“天鹅座”货运飞船
抵达空间站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4日电美国诺思罗普-
格鲁曼公司的“天鹅座”货运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
4日抵达国际空间站，送去包括重要实验装备和
修理工具等在内的约3.7吨货物。

美国航天局当天发表公报说，4日早些时候，
空间站上的两名美国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和杰
西卡·梅尔操作机械臂“抓住”飞船，完成对接操作。

此次运送的货物中包括一批用于修理“阿尔
法磁谱仪2”的特制工具。宇航员将使用这些工
具修理空间站外的这个太空粒子探测器，进一步
延长其运行寿命。“阿尔法磁谱仪2”主要用于寻
找宇宙中的暗物质、反物质并测量宇宙线，设计寿
命为3年，目前已经运行超过8年。

11 月 4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一名观众在
2019年网络峰会上拍照。

为期4天的2019年网络峰会4日在葡萄牙
首都里斯本开幕，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
万多人参加了此次峰会。此次峰会设22个分论
坛，将有超过1200名演讲嘉宾就人工智能的未
来发展、数据保护面临的挑战、数字经济、自动驾
驶、女性在科技领域的作用、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
讨论。 新华社/美联

2019年网络峰会在里斯本开幕

11月4日，在英国伦敦，林赛·霍伊尔（中）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我将保持中立且透明。”这是62岁的林赛·霍伊尔4
日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长后所作承诺。

霍伊尔当晚经4轮无记名投票击败6名对手，成为“咆
哮”议长约翰·伯科的继任者。只是，霍伊尔风格与伯科迥
异。他一当选便誓言要“擦亮招牌”，确保下院回归“容忍”
与“秩序”，重新获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