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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杨殿强：

2010 年 6 月 13 日 ，你 与 我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2010461100001100337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向我行
申请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人民币18万元，以你名下位于海口市
海甸五西路万福新村16幢2层201房提供抵押。

在合同期间，由于你方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现我行根据
《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第13条约定，宣布上述合同项下贷
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2日，请在到期
日前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人民币
111616.81元，其中贷款利息8633.95元、贷款罚息1466.36
元、利息复利595.26元以及罚息复利62.72元，全部贷款本息
合计122375.1元（暂计至2019年10月14日，具体还款日应付
未付利息及罚息，以我行个人贷款系统数据计算为准）。否则
我行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11月19日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刘艳萍：

2012 年 8 月 13 日，你与我行签订编号为 2012461203
001100066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向我行申请个人房产
抵押贷款人民币32万元，以你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金
盘坡工业开发区华丰大厦13层1307房提供抵押。

在合同期间，由于你方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现我行根据《个
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第13条约定，宣布上述合同项下贷款本
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2日，请在到期日前偿
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人民币256317.46元，其
中贷款本金 234994.16 元、贷款利息 17801.57 元、贷款罚息
2238.95元、利息以及罚息复利合计人民币1282.78元（暂计至
2019年11月19日，具体还款日应付未付利息及罚息，以我行个
人贷款系统数据计算为准）。否则我行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
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11月19日

羽毛球馆及网球场前台功能区招租招标公告
海南元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受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委

托，就羽毛球馆及网球场前台功能区招租组织公开招标，欢迎合格
的国内投标人提交密封投标。1.招标内容和租赁底价：约65平方
米，3500元/月；2.供应商资格要求：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需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
本）;b.提供2019年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和纳税缴纳证明；c.提供参加
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d.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
信惩戒对象”、“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投标人（提供本招标文
件发布之日之后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e.本项目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招标文件的获取：a.发售时间：2019年11月
20日09：00时-2019年11月27日17：00时；b.发售地点：海南省
海口市海甸岛金茂滨江温泉花园3#楼（C栋）一单元101；c.报名
方式：现场报名。报名提交的材料：详见供应商资格要求（现场核查
原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否则不予受理）d.售价：人民币300
元/套（售后不退）；e.联系人：文工0898-66258589；f.投标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2019年12月11日09:30。

国际观察

朝鲜政府多位高级官员18日分
别表态强调，在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
策前，朝鲜不会与之进行无核化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目前朝美间
分歧难以弥合，对话陷入停滞，但不排
除在今年年底前无核化谈判取得进展
的可能性。朝方最新表态意在对美施
压，以争取在谈判中获得更多主动。

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委员长金
英哲 18 日表示，美方将 17 日做出的
推迟同韩国联合空中训练的决定描
述为“善意措施”，是所谓的对朝鲜的

“关怀”和“让步”，但即使推迟美韩联
合军演，也不能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
安全，无助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外交努

力。只有在优先构筑朝美互信、彻底
消除阻碍朝鲜安全和发展的种种威
胁后，双方才能讨论无核化问题。

朝鲜外务省顾问金桂冠18日也
表示，尽管朝美自去年6月起举行了
三次首脑会晤，但两国关系并没有什
么起色。朝鲜对无益于自身的朝美首
脑会谈不感兴趣，如果美方想要维持
朝美对话，就必须取消对朝敌对政策。

此前，朝鲜外务省巡回大使金明
吉 14 日表示，朝鲜愿与美国重启谈
判，但美方应拿出朝方满意的解决方
案，而不是避重就轻、企图拖延时间。

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官员的一系
列表态意在敦促美国回应朝方关切，
以便使朝美之间的对话继续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美双

方目前都希望能将对话保持下去。
一方面，朝鲜近期反复强调美方应正
视朝方定下的今年年底这一期限，并
强烈敦促美方转变谈判方式，拿出朝
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另一方面，如果
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对
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
疑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加分项。

2018年以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下，朝鲜半岛局势
出现积极转圜。朝鲜中止了核试验与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并废弃北部核试
验场。此后，朝美领导人分别在新加
坡、越南和板门店等地举行会晤，谋求
缩小双方在无核化路径上的分歧。

然而，美方在回应朝鲜关切、解
除对朝制裁上始终没有采取实质性
措施，不愿就启动涉朝决议的可逆条

款与朝核问题有关各方展开协商，同
时继续向韩国输出先进武器，并重启
部分美韩联合军演。对此，朝方表达
了强烈不满，并于7月底以来多次试
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新型大口径
制导火箭炮”“超大型火箭炮”和“潜
射弹道导弹”等，以向美方施压。

王俊生认为，目前半岛问题正处
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去年以
来，经过多次交手，朝美已基本摸清
对方底线。双方均深知，尽早展开政
治对话是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
出路。因此，尽管朝鲜近期频频做出
强硬姿态，但不能排除年底前朝美领
导人再次举行会谈并推动无核化谈
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新华社平壤11月19日电 记者
江亚平 程大雨）

新华社平壤11月19日电（记者
江亚平 程大雨）据朝中社19日报道，
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委员长金英哲
18日说，美国在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之
前，休想与朝鲜进行无核化协商。

朝中社援引金英哲的话说，美国
国防部长埃斯珀17日决定推迟美韩

联合空中训练，并要求朝鲜无条件回
归谈判桌，“但朝鲜的要求是，美国不
参加联合军演或完全停止演习”，“美
国口口声声大谈无核化协商，但在完
全且不可逆转地取消朝鲜半岛核问
题的根源——美国的敌朝政策之前，
没有商量的余地。”

金英哲表示，若美国真正有意进
行朝美对话，就不应在人权问题上亵
渎朝鲜，并坚持制裁打压举措以扼杀
朝鲜。

“不是在无核化协商的框架下讨
论改善朝美关系及建立和平机制的
问题，而是只有在优先构筑朝美信

任、彻底消除阻碍朝鲜安全和发展的
种种威胁之后，才能讨论无核化问
题。”金英哲说。

朝鲜官方近日多次向美国喊话，
敦促美方取消对朝敌视政策，要求美
方拿出朝方可接受的方案才可重启
磋商。

新闻分析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表示，鉴于特殊事实和历史等因素，美国政府不再认为以色列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
分析人士认为，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定居点合法化。美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转变立场，只会加剧

巴以矛盾，阻碍中东地区走向和平稳定。

巴勒斯坦方面强烈谴责蓬佩奥
的言论，称这一立场对国际法体系
构成威胁。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
阿布·鲁代纳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
奥的言论无效且应受到谴责，完全
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334号决议。

安理会2016年底通过第2334
号决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
法”，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点
活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特也发表
声明说，以色列的定居点窃取巴勒
斯坦的土地，掠夺巴勒斯坦的自然
资源，限制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目
的是永久否定巴勒斯坦的自决权。
国际法体系和制度清楚表明，所有

以色列定居点都是非法的。
约旦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表

示，美国改变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
定居点的立场，但这并不能改变定
居点本身的非法性质。约旦坚持
认为其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
决议。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18日发表声明说，欧盟认
为所有犹太人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
际法，会对“两国方案”及巴以和平
前景造成损害。欧盟呼吁以色列停
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副主任杰
拉德·费厄斯坦表示，设立犹太人定
居点的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蓬佩
奥此番表态表明特朗普政府完全背
离了长期以来美国的政策以及国际
社会的呼声。

分析人士指出，自美国总统特
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发
生了诸多转变，其中最明显的要数
在巴以问题上越发偏袒以色列。

美国政府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
顿办事处，不断削减对巴勒斯坦的
援助，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对旨在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
方案”不置可否，企图兜售将巴勒
斯坦难民以及犹太人定居点等核
心问题排除在外的所谓“世纪协
议”。这一系列举动取悦了以色
列，激怒了巴勒斯坦，同时也引发
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在犹太
人定居点问题上的表态，无疑是美

国对以色列的又一次示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贯坚

持要将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
纳入以色列领土，这也是他在今年
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重要“卖点”。
因此，对于蓬佩奥的表态，以色列总
理办公室随即发表声明，称“以色列
非常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
蓬佩奥以及整个美国政府支持真理
和正义的坚定立场”。

目前，以色列国内各方正在就
议会选举后的组阁问题不断博弈。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问
题高级研究员阿伦·米勒认为，正在
为“政治生存”挣扎的内塔尼亚胡将
美国此番表态视为“救生索”。

损人不利己

示好以色列

遭各方批评

美国专家普遍认为，美国政府
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立场转变
既不利于巴以和平，也不利于美国
自身。

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
略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罗伯特·曼宁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质
疑美国的决定：“这就是美国所谓的

‘基于规则的秩序’吗？我们的规则

——每当我们想要改变规则，你们
就得接受。这难道不会破坏美国在

‘基于规则的秩序’上的信誉吗？”
米勒认为，美国在犹太人定居

点问题上对以色列“开绿灯”将在最
大程度上破坏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
机会。此举将进一步疏远巴勒斯坦
人，并引发暴力行为。

就在蓬佩奥就犹太人定居点

问题表态后不久，美国驻以色列大
使馆发布了针对耶路撒冷、约旦河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旅行预警，称一
些个人和组织或许会因为国务院
近期的声明将美国政府机构、美国
私人商业利益和美国公民作为攻
击目标。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9日电
记者刘品然）

否认犹太人定居点违法

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以作为对杰哈德违反停火协议的
回应。11月13日，以色列军方和包括杰哈德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在停火协议达成之后，加沙地带的
武装人员14日清晨起继续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图为在加沙地带，火箭弹发射的尾烟留在空中。新华社/路透

以色列国防军打击加沙地带杰哈德军事目标

朝鲜喊话美国：

不取消对朝敌视政策 休想重启无核化谈判

11月18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州邓肯
市一家沃尔玛超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图为民众在
枪击案现场附近拥抱。 新华社/美联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发生枪击案3人死亡

利比亚卫生部门18日说，利首都
的黎波里南部一家工厂当天上午遭空
袭，7人死亡。遭遇空袭的是一家饼
干工厂，7名死者中包括2名利比亚
人和5名外国工人。此外，空袭还造
成15人受伤。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指责利比亚
“国民军”参与了空袭。利比亚“国民
军”对此尚未做出回应。

图为11月18日在利比亚首都的
黎波里拍摄的空袭现场。新华社/法新

利比亚首都南部遭空袭
致7人死亡

美国“变脸”遭谴责

朝鲜对美强硬表态 意在争取谈判主动

特朗普称
考虑就弹劾调查提供证词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他将考虑就国
会众议院针对他的弹劾调查提供证词。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美国国会众
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
体采访时的表态。佩洛西在采访中说，如果特
朗普有能为他自己脱罪的信息，我们期待看到，
他可以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亲自陈述或提交书
面证词。

特朗普对此表示，尽管不想为这一“缺乏正当
程序的骗局”增加可信度，但他将会“强烈考虑”佩
洛西的提议。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考虑以何种形式提交证
词。美国媒体分析说，此举存在一定法律风险，特
朗普律师团队或不建议他这样做，特朗普此番表
态有可能是他同民主党人斗争的策略之一。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目前处于公开听证
阶段。共有8名特朗普政府现任和前任官员定
于本周出席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公开听
证会，其中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和国家安全委
员会前俄罗斯事务顾问莫里森被视为关键证人。

人工智能
挑战日本“高考”题获高分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9日电（记者华义）日本
NTT公司和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18日宣布，他
们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挑战了今年日本“高考”英
语满分为200分的笔试题，获得了185分的高分。

以NTT公司通信科学基础研究所为核心的
研究团队让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挑战了相当
于日本“高考”的“大学入试中心考试”英语笔试
题，结果满分200分的试题，人工智能得到了185
分。而在2016年的一次“模拟”英语笔试题挑战
中，该人工智能仅获得了95分。

NTT公司称，作为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人
工智能研究项目“机器人能否上东大”的一环，他
们一直致力于提高人工智能对英语笔试题的自动
解答技术和利用深度学习获得的有关自然语言处
理的知识。这次是该项目实施以来人工智能获得
的最高分。

韩美新一轮防卫费
分担谈判无果而终

据新华社首尔11月19日电 （记者耿学鹏
田明）韩国与美国官员19日在首尔就驻韩美军防
卫费分担新协议展开最新一轮谈判。因双方分歧
过大，美方代表提前离场，谈判无果而终。

本轮谈判于18日和19日在首尔举行。韩方
官员告诉当地媒体记者，19日谈判开始仅大约一
个小时后，美方代表即离场，谈判提前结束。

韩方谈判代表郑恩甫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
示，韩美双方就防卫费分担问题有“不小的分歧”，
韩方将继续保持“耐心”并努力推动达成“双方均
可接受的”协议。

韩国媒体报道称，美方有意要求韩方明年负
担将近50亿美元的驻韩美军防卫费。美方态度
引起不少韩国民众不满，韩国多个民间团体指责
美方要求是“勒索韩国纳税人的钱”。

B

C

美商务部第三次推迟
部分对华为的交易禁令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记者周舟）
美国商务部18日决定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延
长90天，第三次推迟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现有
在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以避免禁令
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获得“临时通用
许可”的美国企业可在未来90天内向华为及其非
美国附属公司出口、再出口和转让“特定”和“有限
的”产品或技术。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说，延长“临时
通用许可”可以让（美国）运营商继续为某些最边
远地区的用户提供服务，否则（其通信状况）会“陷
入黑暗”。

声明说，“临时通用许可”之外的出口、再出口
和在美国国内进行的产品或技术转让仍须获得美
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颁发的有关许可，而
默认审查状态为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