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否搞定“脱欧”难题？

这是英国政党需要回答的“民心之问”！
“脱欧”是本次选举核心议题，也是政党

赢得选票的民意砝码。主打“脱欧”的保守
党大胜，正是民众渴望早日结束“脱欧”纠缠
的心情速写。约翰逊期待通过选举打破议
会僵局、迅速搞定“脱欧”，但实现这一承诺
并非易事。即便新版“脱欧”协议在议会下
院顺利过关，也不过是走完“脱欧”第一步。
接下来，英国将迎来更加复杂艰难的第二回
合：与欧盟的贸易磋商。

按照保守党先前承诺，英国议会在2020
年底“脱欧”过渡期结束前与欧盟达成一份贸
易协定。不过，欧盟方面先前暗示，这个目标

“不切实际”。如果双方未能在2020年底前达
成协定，同时英国拒绝延长过渡期，就只能依
照世贸组织规定与欧盟开展贸易活动，无协
议“脱欧”可能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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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主题：“开放新高地 共享新未来”2019年外籍留学生及

外籍人才对接招聘会

时间：2019年12月18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

地点：海口盛华朗廷酒店（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77号）。

主办单位：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海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本次活动面向海南省内外重点高校外籍留学生及有意

在海南就业的外籍人才，招聘企业来自省内外知名央企、总

部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岗位

涵盖学科带头人、医疗、教师、研究员、规划、营销、法务、管

理、财务等不同岗位，不少优质岗位开出30万-50万（人民币）

不等的年薪，欢迎广大外籍人才、外籍留学生当天携简历到

场参与。

海南省首届外籍留学生及外籍人才对接招聘会12月18日举办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 2G&3G

CDMA网络系统割接到华为 2G&3G CDMA网络系统。届

时，割接地区的 2G&3G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

体情况如下：

◆2019年12月19日0:00－6:00，对中兴 2G&3G区域

东方市CDMA基站进行割接到华为2G&3G 152套CDMA

基站。割接站点会引起业务中断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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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通 知
“星海度假公寓”全体业主：

因三亚市三亚湾“阳光海岸”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

工作需要，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吉祥街“星海度假公寓”部分公

共区域土地处于征收范围内。请业主于公告之日起七日内

携带本人证件及相关资料到三亚市天涯区“阳光海岸”棚改

指挥部办理相关补偿事宜，地址：三亚市胜利路91号海湾商

务大厦1层，联系人：麦永取，联系电话：18876195678。

三亚市天涯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2月14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19〕18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
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14日
至2020年1月13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
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3日17时00分（以竞买
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3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月4日8
时30分至2020年1月14日15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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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2020年1月14日15时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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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
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工业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
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
规定，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
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

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
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
议。（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
工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32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
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
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
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
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
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设有关规定执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
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联 系 人：周先生 杨先生 安先生。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65303602 66825575。查询网址：http://www.
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4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9)-2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文铜
公路东北侧地段

面积（m2）

22551.86（折合
33.828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30%
绿化率≤40%

建筑限高≤15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163.68（516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63.68

A10 深读·

新华社伦敦 12 月 13 日电（记者桂涛）
保守党领袖鲍里斯·约翰逊 13日在率领保
守党赢得英国议会下院选举后，正式就任
英国首相。

约翰逊当天依惯例前往白金汉宫，接受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组建新一届内阁。

根据13日公布的计票结果，在前一天举
行的选举中，已计票结束的 649个选区内，
保守党赢得了 364 席，较上次大选多出 47
席，反对党工党只赢得203席。此外，苏格
兰民族党赢得 48 席，自由民主党赢得 11
席。按照规定，在全部650个议会下院席位

中赢得半数以上的党派即可单独组阁执政。
舆论认为，此次选举是自1987年以来保

守党以最大优势获胜的议会下院选举。
保守党此次选战以“搞定脱欧”为口号，

并在竞选纲领中提出减税、增加公共开支、控
制移民、对恐怖分子、性罪犯及暴力罪犯加重
刑罚等一系列措施。

今年7月，约翰逊在保守党党内选举中
以明显优势击败对手，当选党领袖，接任此前
辞职的特雷莎·梅，成为英国首相。今年10
月，约翰逊为打破“脱欧”僵局，向议会提交提
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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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多来“脱不成、留不得”的僵局将得以打破

这回英国“脱欧”能否“尘埃落定”？

分析人士认为，保守党最终
在本次选举中以较大优势获胜，
约翰逊在议会下院将享有更稳
定、更充分的支持，英国很可能在
未来5年内不会再有大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邓钢表示，保守党赢了，一方面意
味着“脱欧”将得以迅速落实，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与“脱欧”相关的
将海关边界设立在北爱尔兰地区
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推进积分
制移民系统、减税等一系列相关
配套政策会成为新政府未来几年
的工作重点。

同时，专家预计，继续执政的
约翰逊不会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仍

会在“脱欧”背景下积极推动“全球
化英国”建设，继续在与欧盟以外
国家的合作中寻求经济利益。

专家表示，“脱欧”后，英国急
需重振经济、提升国际地位，并充
实“全球化英国”的实质性内容，
与欧盟以外国家达成贸易协定对
其而言至关重要。

邓钢认为，一旦顺利“脱
欧”，英国将实施更加开放的对
外贸易政策，并着力吸引非欧盟
国家的游客与留学生。可能会
像首相约翰逊说的那样：英国

“迎来了黎明”。
（据新华社伦敦12月 13日

电 记者张代蕾 桂涛 杨晓静）

英国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
尔在得知选举结果后率先表示，
新政府将把完成“脱欧”作为优先
任务。

保守党在竞选承诺中提出将
于明年1月31日这一期限前“脱
欧”，而且“脱欧”过渡期不超过
2020年底，明年内与欧盟磋商自

由贸易协定。约翰逊作为保守党
领袖在选前最后一次拉票活动中
承诺，如果保守党取得议会下院
绝对多数席位，“英国‘脱欧’将尘
埃落定”，3年多来“脱不成、留不
得”的僵局将得以打破。

选举前，所有保守党候选人也
已承诺，一旦当选，将在议会对“脱

欧”协议的投票中支持约翰逊。因
此，保守党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
位，意味着英国有很大概率在明年
1月31日前实现“脱欧”。

不过，欧盟新近达成的自贸
协定的谈判过程基本不会少于3
年。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
尼耶曾多次警告说，如果约翰逊

执意拒绝延长“脱欧”过渡期，英
国和欧盟要在11个月时间里谈
妥贸易协定“太不现实”。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政治
学教授蒂姆·贝尔认为，即使约翰
逊在大选中胜出并推动议会最终
通过“脱欧”协议，各方也可能在自
贸协定谈判中发生矛盾和分歧。

本次选举是深陷“脱欧”泥潭
的英国百年来首次在圣诞季举行
大选。保守党期待新议会能顺利
通过“脱欧”协议，帮助英国走完

“脱欧”第一步。
虽然保守党在选前民调中一

直领先主要反对党工党，但因“脱
欧”议题极具分化性和反“脱欧”
民间机构积极开展“策略性投票”

运动等因素，舆论普遍认为此次
大选结果难以预测。因此，当出
口民调显示保守党得票大幅领先
时，不少媒体大呼意外。

分析人士认为，保守党加
大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
竞选力度，在工党传统“票仓”
争取支持“脱欧”的选民，以及
英国脱欧党承诺不会在选举中

挑战保守党的议席，都有助保
守党选情。

保守党在全部 650 个议会
下院席位中获得364席，工党获
得 203 席。伦敦大学玛丽皇后
学院政治学教授菲利普·考利
说，这将是自 1987 年以来保守
党以最大优势赢得议会下院选
举，也是工党自 1935 年以来遭

受的最大挫败。
舆论认为，在“脱欧”久拖不

决的背景下，这次选举受到选民
“脱欧”情绪主导，“脱欧”议题影
响选民意向和对党派的忠诚度，
导致一些原先支持其他党派的
选民转投保守党，寄望新政府能
如保守党竞选口号中所喊，尽快

“搞定‘脱欧’”。

随着英国议会下院选举投票结束，保守党以大幅优势领先其他政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获得独立组阁权。约翰逊在13日发表的胜选演说中说，英国“迎来了黎明”，英国“突破了障碍”“结
束了僵局”。他强调，英国将在明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

舆论认为，这是英国近5年内第三次大选，也是约翰逊政府为推动尽快实现“脱欧”而举行的
提前选举。保守党已经赢得议会下院绝对多数议席，这意味着“脱欧”协议有望在议会下院顺利
通过，英国于明年1月底离开欧盟悬念不大。

新华国际时评

大选后英国需破解“三道难题”

“突破了障碍”

“结束了僵局”

“迎来了黎明”

当地时间12月12日，英国人在圣诞节前的湿冷天气里完成一场关键选举。最终结果显示，首相约翰逊带领
的保守党以大幅领先优势，赢得议会下院650个席位中的绝对多数，有望确保英国在明年1月实现“脱欧”。

这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选举”，决定“脱欧”未来，攸关英国未来发展方向。但英国人在选举后能否迎来“更
加清晰光明的未来”，至少还要回答三个问题。

英国能否重塑全球定位？

这是英国人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英国正

经历近代以来“最为关键的”时期。
作为最早迈入现代政治和工业社会

的发达国家，英国曾引领风气之先。如
今，面对全球化时代内外激变，“后脱欧”
时代的英国面临着关键抉择。

统治精英是接受“优雅地衰落”，还
是与时俱进 、回应人民呼声？英国社会
是更加保守内向，还是开放多元？英国
政府是更多聚焦国内事务，还是积极参
与全球事务……

如何抉择，直接影响英国的发展方向
和与世界的互动模式。

英国期待，这场寒冬选举能够早日为
上述问题找到答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韩梁）

撕裂的民意能否弥合？

这是英国人需要面对的“灵魂之问”！
三年前“脱欧”公投打开了撕裂民意的

潘多拉魔盒。围绕是否“脱欧”的民意极化，
迫使政党“选边站”、民粹化：不仅按“左”

“右”分野，也按“去”“留”划界。内部缠斗
让大党受损，小党渔利，极端政党崛起，地方
性政党得势，政治版图日益碎片化。

围绕“脱欧”的政治博弈正在加剧“联合
王国”的离心力。支持留欧的苏格兰民族党
在选举中表现不俗，打出“二次公投”口号，
欲借“脱欧”加速“脱英”，“趁乱出击”闹独
立。“脱欧”协议中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
国爱尔兰之间可能出现的一道“硬边界”，触
动北爱尔兰分离主义神经，冲击和平和解进
程，重新恶化族群和政治对立。受苏格兰和
北爱尔兰影响，威尔士的分离运动近来“崭
露头角”，加剧了国家分裂隐患……

每名候选人须缴纳500英镑参选保证金。候选人有效得票率若超5%，可返还
保证金。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500

数说英国议会下院选举
英国议会下院选举有些关键数字颇耐人寻味。

本次选举改选下院全部650个议席，其中英格兰选区选出533个，苏格兰、威尔
士和北爱尔兰选区分别选出59、40和18个。650

2017年6月举行的上次选举中，只有70个议席在政党间易手，占全部改选议席
数的11%。70

英国选举管理者协会统计，共3321名候选人参加本次选举。英国广播公司分
析，其中大约三成、即1124人为女性。共227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3321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所在阿克斯布里奇与南赖斯利普选区是候选人最“扎堆”的
单一选区，共12人角逐约翰逊现有议席。12

326个席位是理论意义上形成议会多数所需议席的“及格线”。326

约
翰
逊
从
白
金
汉
宫
返
回
唐

宁
街10

号
首
相
府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