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将在（明年）1月31
日脱离欧盟。没有如果！没
有但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带领保守党拿下议会下
院绝对多数席位后重申“脱
欧”决心。

面对胜利，约翰逊难掩欣
喜：继续手握首相权柄，“搞定
脱欧”近在咫尺。

面对结果，选民忧虑难
消：选举暂时消除政局短期不
确定性，却难见“脱欧”后英国
前景“定心丸”。

回望英国“脱欧”路，剧情
一波三折。前首相特雷莎·梅
因“脱欧”协议遭议会否决黯然
下台。约翰逊强势上位后，为
“脱欧”不惜“豪赌”。从请求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议会休会
震惊英伦三岛，到面对议会通
过阻止无协议“脱欧”法案时
“宁死阴沟，不延脱欧”的强硬
表态，再到一次次发起提前选
举动议遭否决后的卷土重来
……为选举，约翰逊刷足“存在
感”。他成为视频博客“新晋达
人”，不仅大秀泡茶技能，更借
鉴电影桥段，出现在选民家门
口拉票。他围绕“脱欧”展开的
政治博弈令人印象深刻。

经历3年政治混乱期，人
心思定成为主流。约翰逊曾
被视为英国政治另类，如今民
众推举他当政坛主导角色；约
翰逊曾被视为欧洲“搅局者”，
如今欧盟接受他作为“有序脱
欧”最佳人选。

“脱欧”后的英国可能付出
失去自由进入欧盟市场的沉重
代价，面对“后脱欧”时代不确
定的经济前景与民生困惑。保
守党籍前首相约翰·梅杰哀叹，
“脱欧”是糟糕的外交政策，只
会让英国“更
弱更穷”。

（新华社
北京12月18
日电 记者闫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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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儋州罗牛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在海南省儋州市雅星镇
乐满村委会打亮村东侧投资建设罗牛山儋州乐满20万头生态养殖
基地项目，目前《罗牛山儋州乐满2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征求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公众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luoniushanpig.
com/Upload/157663811724.pdf

纸质报告书存放地点为海口市江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实业
公司办公大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附

近企事业单位及附近的居民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或者填写意见表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纸质意见提交地点
为海口市江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实业公司办公大楼。

联系人：周卫卫 联系电话：13637690021
电子邮件：710496536@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月2日。在此期间，公众均可向建设
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儋州罗牛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8日

罗牛山儋州乐满2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总体规划（2017-2030）》公示

由海南中元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海口市美兰区
三江镇总体规划（2017-2030）》，已通过专家评审，并按专家的
建议与要求进行修改完善，现拟对该镇总体规划进行审批，为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规划编制更加科
学合理，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2月
19日至2020年1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haikou.gov.cn/）、海口市三江镇人民政府公告
栏、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mlqzjjghs@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群上路62
号四楼海口市美兰区住建局办公室，邮编570203；（3）意见和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5336209 联系人：陈创娥。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2月17日

公告
鉴于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权更迭现已完成，为理顺公

司经营，特公告如下:一、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即日起启用新
的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原海南荣基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公章、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海南荣基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作废,不再使用。

二、为保证合法有效的合同的履行和公司的清理整顿,请与本公司有
业务合作合同关系的各相关单位和个人于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持
有关合同、文件、债权凭证与本公司韩铉元工程师联系，共同对本公司
已经与相对方签订的合同、文件进行登记、确认和清理。

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9日

联系人：韩铉元1387606650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海角花园C栋205房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19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农垦国营农场一批固定

资产，挂牌价格为208944元。公告期：2019年12月19日至

2020年1月2日，资产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

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19日

2019年10月22日，俄罗
斯索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
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叙
利亚局势达成谅解备忘录，次
日主持召开首届俄罗斯与非
洲国家峰会，为俄非发展合作
规划目标。两大外交行动，完
成对中东、非洲两大地缘政治
版块布局，续写俄外交成果。

在中东，趁美国部分撤军
之际，加大与叙利亚、土耳其等
方面沟通，斡旋叙利亚局势，在
俄美博弈中持续发力；深化与
沙特合作，联手欧佩克共同减
产，与主张低油价的美国政府
唱对台戏，提升能源话语权。

在非洲，瞄准地缘政治新
热点，密切与非洲大陆国家的
政治、经济往来。

在亚洲，继续深化对华关
系；4月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加强俄罗斯在半岛问
题中作用；坚持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主权的
同时，推进与日本经贸合作。

在欧洲，俄出口土耳其
S-400防空导弹系统引发北
约内部分歧；欧洲认为俄在中
东、非洲、亚洲影响不降反升，
无法孤立，转为期盼乌克兰尽
快了结与俄罗斯的争端。

《经济学人》描述，经济长
期不振、西方多年围堵之际，
普京却在一年中打出一把地
缘政治“同花顺”。他“牌路”
清晰，值得西方学习。

一是眼光敏锐，善于抓住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薄弱环
节和西方内部分歧；

二是决策果断，需要展示
实力时不犹豫，强化与他国关
系时务实稳健，毫不讳言军事
外交行动服务于国家利益；

三是讲究策略，与西方博弈
中强处示强，尽可能扩大影响，弱
处周旋，避免给对手可乘之机。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
电 记者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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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0日，土耳
其纪念国父穆斯塔法·凯末
尔·阿塔图尔克逝世 81 周
年。总统埃尔多安发表讲话，
称将致力于在2023年前让土
耳其晋级全球“大国俱乐部”。

过去一年来，埃尔多安在国
际舞台“硬核”打拼，引人瞩目。

10月访问俄罗斯索契，与
俄总统普京就叙利亚问题达成
共识，谋求土耳其在叙利亚乃至
中东地区的地缘利益最大化。

11月访问白宫，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磋商叙利亚冲突，顶
住美方制裁压力，坚持推进部
署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12月访问英国伦敦，不
惜以阻挠北约军事防御计划
施压西方，要求其认定叙利亚
库尔德武装为恐怖组织。

西方媒体眼中，埃尔多安
个性鲜明，常有惊人之举，全
球活跃度高。

针锋相对。美方就购买
俄S-400系统威胁对土耳其
实施制裁后，埃尔多安警告可
能以关闭土境内美军基地作
为报复；美国国会通过认定亚
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奥斯曼帝
国时期遭“屠杀”的议案后，埃
尔多安暗示土耳其议会可能
把印第安人在北美殖民地时
期遇害认定为“屠杀”。

铁腕施政。土耳其3月地
方选举中，执政党失去最大城市
伊斯坦布尔，经济牌被指失效。
面对汇率暴跌、投资消费放缓等
经济挑战，埃尔多安坚决撤换因
实行独立货币政策而受到西方
媒体吹捧的央行行长。

挑战面前，土耳其如何在
大国博弈中周旋、能否实现地
缘政治目标、扩大全球影响，
将继续考验埃
尔多安执政力。

（新华社北
京 12 月 18 日
电 记者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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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周报》12月评出
最新欧洲权力人物榜，法国总统
马克龙列首位。

过去一年，马克龙外交政
策明显呈现硬朗作风，毫不避讳
施展影响力，努力将法国展示为
欧洲捍卫多边主义的旗手。

一方面，努力摆脱“美国优
先”阴影。马克龙在多个重要
国际场合展示法国乃至欧洲影
响力，维护多边主义立场，不惜
公开“叫板”美国总统特朗普：
坚持对美国企业为主的全球科
技巨头征收数字税，遭遇美方
贸易反制也坚决不退缩；8月主
办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邀
请伊朗外长会面，努力为挽救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创造条件；
11月主办第二届巴黎和平论
坛，警告国际体系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危机；12月促成“诺曼底
模式”四国峰会重启，寻求化解
乌克兰危机。

另一方面，努力重塑欧洲
秩序。各成员国协商新任欧盟
委员会主席人选时，马克龙没有
遵循“领衔候选人制”惯例，最先
支持处于备选名单上的冯德莱
恩，同时推动中意人选出任欧洲
理事会主席及欧洲央行行长，虽
得罪欧洲议会，却成为新一届欧
盟权力机构“造王者”。11月，
法国不顾欧盟多数国家意见，反
对启动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的
入盟谈判，主张提高欧盟扩大
“门槛”。

《纽约时报》评价，马克
龙的表现凸显其对欧洲“去
美国化”、重拾自主权的未来
愿景。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
电 记者王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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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入选《自然》
2019十大科学人物

据新华社伦敦12月17日电（记者张家伟）英
国《自然》杂志17日发布2019年全球十大科学人
物，中国北京大学的邓宏魁教授凭借在人类干细
胞基因编辑领域取得的成果入选。

邓宏魁是唯一一名登上榜单的中国学者。
据《自然》介绍，他和团队对人类干细胞进行基
因编辑，使它们能抵御艾滋病病毒感染，随后移
植到一名罹患白血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
上。部分经基因编辑的细胞在患者体内持续存
在了近两年且未引起明显副作用，但经基因编
辑的细胞数量较少，不足以降低血液中艾滋病
病毒的病毒载量。尽管如此，一些同行仍认为，
这在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人类疾病道路上迈
出了重要一步。

12月17日，在韩国首尔，被提名的新国务总
理人选丁世均在国会对媒体讲话。

韩国总统文在寅17日在青瓦台宣布，提名前
国会议长、现任国会议员丁世均为新国务总理人
选。文在寅在宣布这一提名时说，政府为改革社会
旧体系并发展革新、包容、公正的经济在不懈努
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通过团结凝聚国
民力量，在经济和民生上取得成果并惠及国民，而
丁世均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人选。

根据韩国法律，该提名还须韩国国会投票通
过。 新华社/法新

韩国总统文在寅
提名新国务总理人选

美国会批准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7日电（记者孙丁 徐
剑梅）继美国国会众议院之后，参议院17日以86
票赞成、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0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这意味着该法案已得到国会批准。

根据这项法案，美国2020财年被授权国防支
出达738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约2.8%。其
中6584亿美元被批准用于国防项目基本支出，
715亿美元用于海外军事活动。

法案显示，美国军饷将增长3.1%，为10年来
最大增幅。此同时，法案提出制裁俄罗斯、土耳
其，禁止向土耳其交付F-35战斗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会批准该法案后，他会
立即将其签署成法。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笑非 美编：杨薇民企人才创新创业在行动
近日，海南菠萝产业联盟在海口正

式启动。在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天地人公司）牵头
下，百果园、杰记、绿叶、曲牌等全国高端
水果渠道商、全国批发市场“掌门人”及
从事海南菠萝产业的50位企业家一道
成为联盟成员单位，助推海南菠萝产业
发展步入“快车道”。

据了解，海南天地人公司一直致力
于热带水果产业发展。经过20年已发
展成为拥有凤梨、香蕉、火龙果、蜜柚、牛
油果、红心番石榴、黄金百香果7种热门
热带水果的多品种种植园区。并在
2015年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海南首
家在全国资本市场上市的农业种植企
业、中国资本市场热带水果第一股。

2019年11月，海南天地人公司还被农业
农村部等八部委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

“在产业发展中，龙头企业责任重
大，要起到‘带路’作用。自己发展，也要
带动行业发展。”海南天地人公司董事长
徐咏梅说，截至2018年，海南菠萝种植
面积为24万亩，其中90%的品种为巴厘
菠萝，效益较低。今年初，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表示，海南将用3年左右时间将巴

厘菠萝升级换代为金钻凤梨，力争全省
良种覆盖率至80%以上，同时逐步淘汰
巴厘菠萝等老品种。

据介绍，海南菠萝产业联盟启动后，
将带领各菠萝种植园区利用各自平台资
源，实现海南菠萝产业技术互动、信息共
享、资源互补、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利益
共享，联手与全国果业大平台建立深度
战略合作，提升海南菠萝产业总体发展
水平，努力走出一条以技术创新为支撑、

优质产品供应为保障、全产业链构建为
平台、多业态深度融合为载体的菠萝产
业化新路径。

“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自己的责任”，这
是徐咏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路走
来，海南天地人公司除了担起龙头企业责
任，也始终不忘企业的社会责任。“当初投
身农业完全是偶然。对我而言，创业就是
带动农民一起发展。”徐咏梅说。

在临高县，一些农村的落后和部分

农民的贫困深深震撼着徐咏梅的心。海
南天地人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不遗余力
地献爱心：为村民修路、修桥；打下20口
饮水井、建设供水塔；捐资修建12间小
学校舍；资助50余名贫困大学生等。海
南天地人公司在济困帮扶和爱心公益等
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公益
投入和捐赠累计近千万元。

近年来，海南天地人公司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探索出一条激发贫困户内生

动力的“天地人”扶贫模式：即依托产业
扶贫资金委托运营模式、利用“土地入股
保底+分红”模式和聚焦扶贫扶志扶智
培训模式，扶贫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
为贫困户实现分红1645.6万元。截至
2018年底，成功带动858户3801名贫困
人口脱贫出列。

今年10月14日，“老区妇女巾帼建
功决胜脱贫攻坚”——2019年扶贫论坛
平行论坛在北京举行，徐咏梅应邀前往
分享扶贫经历。她说：“天地人公司将不
忘初心，在扶贫道路上继续前行。我也
将继续率领公司全体员工进一步激发贫
困户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户参与度，为海
南省脱贫攻坚、临高县脱贫摘帽贡献力
量。” （策划\江城 文字\江城 何光兴）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咏梅：

探索菠萝产业创新 担起企业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