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世界新闻 2019年12月7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王凤龙A10 综合

■■■■■ ■■■■■ ■■■■■

广告

龙岐村蒙氏家族（现场征收编号CA232被征收人）：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美兰区政府于2016年启

动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改项目的征收工作，决定对改造范围
内的房屋、附属物等实施征收，征收范围：东至海府路，南至
规划路，西至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地块用地红线，北
至海南省水务厅用地红线。龙岐村蒙氏家族祖坟位于该项
目征收范围内。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
作人员多次与蒙氏家族族内相关负责人协商该祖坟的迁移
及征收工作补偿事宜，均未达成一致意见。由于该地块正处
于项目规划三路与市政道路的交叉口，严重影响项目规划路
和市政道路的建设。龙岐村片区棚改项目是市的重点项目，

关系到整个龙岐村片区广大被征收人的切身利益，请蒙氏家
族以全体市民尤其是龙岐村片区广大被征收人的切身利益
福祉为盼，指派家族负责人代表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15天
内与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联系，按
相关规定办理迁坟手续。逾期将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置。

联系人：梁忠 联系电话：65230111
地址：美苑路和美祥路交叉路口晋江花园乐居公寓

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特此通告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7日

关于龙岐村片区棚改项目征收范围内蒙氏家族祖坟迁移的通告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动

征收，现场征收编号道客E92-1。位于海口市道客村龙昆南路
39号。

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2000年一直使用房屋第
一层经营小商店、早餐店，期间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直至2006年
6月29日出租给海口琼山国兴佳文杂货商行后才办理营业执
照。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铺面面积为
45.01㎡，经营期限自2000年至2016年2月。现对上述基本情
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逾
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3617517668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2月7日

面向国内、国外公开征集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滨水带生态公园景观概念性设计方案

三亚崖州湾科技管理局有限公司现开展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滨
水带生态公园景观概念性设计方案有奖征集工作。设计范围为崖
州湾深海科技城三大生态修复工程。景观设计区域：三大生态修复
工程项目联合设计，总用地面积约1346453平方米。

方案征集报名资格预审时间：2019年12月6日至2019年12
月13日。具体内容详见方案征集公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http://cebpubservice.com）。联系人：蒙工15289760641

海南政坤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06日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2019年11月27日，我局以《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定自然资出告字〔2019〕4号）在《海南日报》、中国土地
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了定城镇
CR2018-03地块23308.3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公告。该宗地原定于2019年12月20日08时00分至2019年12
月30日15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鉴于我局已发布的《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定自然资出告字〔2019〕4号）中未明确竞买相关条件。为完善
公告相关内容，现终止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择期另
行发布出让公告。特此公告。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5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依

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海滨旅游区（博鳌金色
港湾）941.24m2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36446号,建筑面积：
941.24m2)，参考价：22,692,044.55元，竞买保证金400万元。展示
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止；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17时止（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说明：本次拍卖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自行了解
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琼海市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有关详细事项请关注下方微信二
维码或我司网站及前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
予办理。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
金融中心 906 室。联系电话：0898- 65203602
13398975899。网址：www.hnhxpm.net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974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庄旺与被执行人陈玉成、林巧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 2019 )琼 0105民初
283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标的金额为本金2462225元、保全费5000
元、保函保险费8720元、律师费100000、利息2166758元(自2016
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迟延履行利息4974.59元
(计算至 2019 年 11月 4日)、执行费 49877 元，共计 4797554.59
元。因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本院
拟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林巧萍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创业路15号
蓝城一号南区 5 号楼 (听海轩) 9 层 9G 房 (不动产权证号:
YG04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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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发令枪”响 弹劾案进入“快车道”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起草弹劾特朗普条款 最早年内表决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5日鸣响“发令枪”，要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起草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起草弹劾条款堪称“里程碑时刻”，但考虑到参议院由共和党把持，后者大概率将否决弹劾条款或驳回弹劾动议。

民主党人佩洛西当天在国会宣
布，她要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
里·纳德勒起草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
款。

佩洛西说，特朗普“为获取个人
政治利益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安全并
危及选举”，这让众院“别无选择，只
能行动”。

美联社援引民主党人的话报道，
弹劾条款可能有2项至5项，内容集
中在滥用职权、妨碍司法和国会弹劾
调查等方面。

弹劾调查9月开始，缘由是一名
情报官员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
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电话
时以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方调
查和收集美国前副总统、2020年总
统选举民主党竞选人乔·拜登及其
儿子的“黑料”。民主党方面指认这
名共和党籍总统滥用职权、寻求外
国势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损害国

家安全利益，继而在己方占优势的
众议院发起弹劾调查。先前调查由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导，举行多场
闭门和公开听证。特朗普认定他遭
民主党人“政治迫害”，不满他的律
师无法在听证会问询证人。

司法委员会4日就弹劾调查举
行首场听证会。有法律专家认定，
特朗普与乌克兰的往来符合美国
宪法有关可遭弹劾“轻罪或重罪”
的定义。

就司法委员会着手起草弹劾条
款，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姆
回应，称佩洛西和民主党人应当感到

“羞愧”。
特朗普则催促民主党人，“如果

要弹劾，就立马、迅速”推进，以便他
“在参议院获得公正‘审理’”。“好事
情是共和党人从没像现在这么团
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
说，“我们会赢！”

从司法委员会起草弹劾条款开
始，弹劾案将进入“快车道”。

美联社报道，司法委员会可能最
快下周就是否提议弹劾特朗普表决。
一旦通过，弹劾案可能12月25日圣
诞节前在众议院全体会议接受表决。

按照程序，如果众议院批准弹劾，参议
院明年将“审理”弹劾案，决定是否“定
罪”并解职特朗普。

特朗普之前，美国只有安德鲁·约

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
3位总统遭遇过弹劾问题，均由当时
的国会自行制定弹劾规则。

分析人士说，民主、共和两党均希

望迅速“了结”弹劾案，看似达成“默
契”，实则各有打算：民主党人不希望
弹劾案消耗过多“政治氧气”、抢了明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风头”；

共和党人则凭借在参议院占据的多
数，希望尽快为弹劾案画上句号，让特
朗普排除“干扰”、专心投入连任竞
选。无论结局如何，这场“弹劾大戏”
势必将加剧美国两党分裂、政治极化
的现状。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各说各话

各有盘算

针对特朗普对朝动武可能性的言论 朝鲜方面表达不满

朝美无核化谈判，还能谈吗？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朝美
双方在实现半岛无核化路径和方式
上的分歧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化解，
朝美无核化谈判僵局或将难以如朝
方预期的那样在年底前取得实质性
进展。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当前
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局面成为当务
之急。

朝中社4日报道称，朝鲜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根据内外形势要
求，为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将于12
月下旬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此前一天，朝鲜外务省负
责美国事务的副相李泰成发表讲话警
告美国称，朝方向美国提出的年底期
限即将到来，为避免朝方已采取的重
大措施遭受破坏，朝鲜已保持最大耐
心、竭尽一切努力，现在只待美国做出
选择和决断。

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与核政
策高级顾问金杜妍认为，目前很难
预测美朝关系未来走向，向好或者

转差均有可能，只能视情况发展而
定。

王俊生指出，目前朝美无核化谈
判取得突破的空间依旧存在。朝美
间近期互相喊话和施压，目的还是希
望能够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一方面，
朝鲜若想解除国际社会对其制裁，必
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
过外交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半岛问题，
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延续当

前半岛来之不易的缓和局势，国际社
会应加强合作，积极引导创造有利于
无核化谈判的环境。

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
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认为，目前不
能排除朝鲜在近期以试射中程导弹
等方式给美国送上“圣诞礼物”的可
能性。目前美朝在无核化问题中的
分歧依然明显，即使双方未来重回谈
判桌，前景依旧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朝方设定
了年底谈出成果的最后期限，但从
目前情况看，朝美无核化谈判在年
底前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首先，“最后期限”由朝方设定，并未
得到美国认可。其次，美国国会的
总统弹劾案进入关键阶段，特朗普
没有过多精力应付复杂的朝核谈
判。第三，朝美双方在无核化目标
的路径和方式上分歧巨大，短期内
难以达成一致。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5日
表示，朝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对
朝动武等言论表示不满。

特朗普3日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
时，针对朝鲜谈及“动用武力”的可能
性，朝中社5日援引崔善姬的话报道
说，美方如果有意为之，那将是“非常
危险的挑战”。如果此类言论再次出
现，朝方将视其为美方的故意挑衅，朝

方也将采取与之相对应的举措。
此前一天，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朴正天也表示，他对特朗普3日有关
朝鲜的言论表示失望，朝鲜将对可能
面临的安全威胁采取相应措施。他强
调，使用本国武力并不仅仅是美国的
特权。

今年4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在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
次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朝方
会在今年年底前等待美方做出决断，
要求美方拿出符合双方利益的新的建
设性方案。

分析人士认为，朝方针对特朗普

的军事威胁所做出的强烈回应，既表
明朝鲜并不惧怕来自美方的威胁，但
同时也没有把话说绝，为日后的朝美
无核化谈判留有余地，显示出朝方希
望能在年底前恢复与美方的谈判并取
得实质性结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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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特朗
普在北约峰会上的对朝言论在内，美
方近期对朝采取了一系列施压措施，
向朝鲜发出警告。另一方面，朝鲜近
期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表态，也对美
国的施压做出强硬回应。在国际社会
对朝制裁始终未能真正解除的背景
下，朝鲜急于采取措施试图突破目前
困境。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中提及对朝动武可能性的言论，朝鲜政府多名高级官员连续两天发表谈话表达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朝方此前设定的年底“最后期限”的临近，近期朝美博弈加剧，半岛局势再度趋紧。由于朝美围绕实现无

核化路径和方式的分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消除，年底前朝美无核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不断降低。

对峙加剧

僵局难解

新华社利雅得12月5日电（记者涂一帆）沙特阿
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5日晚宣布，公司
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最终定价为每股32沙特里亚
尔（约合8.53美元）。这意味着沙特阿美此次IPO将
募集256亿美元资金，成为全球最大规模IPO。

该发行价位于沙特阿美此前预估发行价区间
的上限。按照这一定价，沙特阿美的募资规模将
超过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时创下的250
亿美元纪录。沙特阿美公司的市值也将达到1.7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根据沙特阿美公司当晚发布的公告，该公司
将在沙特证券交易所发行公司股票总数的1.5%，
即其200亿普通股中的约30亿股，分别面向个人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发行不同比例的股票数量。

公告显示，沙特阿美公司已获得超额认购，机构
投资者认购股票资金总量约为1060亿美元，加上个
人投资者认购部分，认购资金规模约为1190亿美元。

为减少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沙特2016年制订
“2030愿景”经济改革计划，沙特阿美公司IPO是
其中重要一步。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11月曾
表示，沙特阿美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募集的资金将
拨给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用于沙特国内外投资项
目，拉动经济发展。

沙特阿美募资256亿美元
超阿里巴巴成全球最大IPO

12月5日，在法国巴黎，防暴警察在街
头与示威者对峙。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巴黎12月5日电（记者唐霁 徐永
春）法国5日爆发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游行，导致交
通几乎全面瘫痪。部分暴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
突，警方宣布逮捕上百人。

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当天法国超过70个城市
发生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游行示威，游行总
人数超过80万人。法国总工会则称游行人数达
到150万人。

巴黎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部分暴力示威
者与警方发生冲突，3名记者在冲突中受伤，警方
已逮捕90人。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当地警
方说已逮捕22人，警方有3人受伤。在西南部另
一城市波尔多，警方宣布逮捕31人。

据法国媒体报道，此次大罢工涉及公交、能源、
教育、医疗等行业。罢工游行造成法国全国交通几
乎全面瘫痪。巴黎16条地铁线路中有10条完全停
运，全国90%的高铁停驶，法国航空公司取消了
30%的国内航班。此外，巴黎约有300所学校被迫
停课，法国全国70%的学校受到罢工严重影响。

法国爆发全国大罢工
上百名暴力示威者被逮捕

据新华社日内瓦12月5日电（记者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5日宣布，2018年全球多地麻疹疫情
肆虐，死亡人数超过14万，其中大部分为5岁以
下儿童。疫苗接种率尤其是儿童接种率偏低是导
致疫情泛滥的主因。

世卫组织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估计
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麻疹病例超过970万，相
关死亡病例超过14万人。2017年，全球麻疹患
病人数为750多万，死亡病例超过12万人。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麻疹疫情最严重
的地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刚
果（金）、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和乌克兰，这
些国家的麻疹病例几乎占全球麻疹病例的一半。

世卫组织：
2018年全球14万人死于麻疹

12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华盛顿国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新华社发（沈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