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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海南迎春商品
农 产 品 展 销 会

离开幕还剩9天
2020年1月8-12日在海口市

蓝天路名门广场举办。

从田园到展会农产品生鲜 成本价品种多消费者满意

第三届海南迎春农产品展销会
2020年1月8-12日在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名门外广场举行，开幕后每天消费者可扫码抽奖收获惊喜礼品！

展会优势：名门外广场是大英商圈中心区，人流量大，交通便利（地下停车位方便）。展会期又是年关消费者采购年货过年的

黄金旺季，每天展销时间从9点至21点，是真正卖年货的好地点。

展销类型：农产品类、海洋食品类、粮油糖酒饮料类、文化用品类、家用电器类、美食等，年货等品类齐全。

本届展会在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由海南省商业总会承办，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省农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泰龙商城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

咨询电话：0898-65396888 电子邮件：zgcicc@163.com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1月16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

整体公开拍卖：1、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一环道一幢六层房屋的部分房
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2252.20m2，分摊土地面积2477.93m2；
2、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圩一环道402号房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建筑
面积73.59m2。参考价：960万元/ 整体，竞买保证金：90万元。特别说
明：1、竞买人拟购买上述房产，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
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相关过户所有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2、上述
第1项和第2项载明的房产中有七套房产（三层两套、四层两套、五层三
套）不属于本次拍卖的标的。3、上述标的一层整层、二层部分尚有租赁
合同未到期，年租金总收入约40万元。展示时间：2020年1月14-15
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月15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
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
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91230期）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校史资料征集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为迎接明年建校60周年，

将整理和展示本校60年来的历程和成就，为此特向

社会诚征本校校史相关资料，敬希本校历届师生员

工、社会各界以及热心人士大力支持与帮助，提供相

关资料或线索，在此深表谢忱！凡提供者，请与本校

校办陈华清联系，联系电话：68570067。资料征集截

止时间：2020年2月28日

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公司营业场所及海口营销服务部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2019年12月11日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海南监管局关于变更营业场所的批复，目前已经完成《经
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及工商变更手续。现将本公司及下属机构
变更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营业场所由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新海航大厦11楼”变更为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77号中环国际广场三层B区302室”。

二、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海口营销服
务部负责人由“陈宏毅”变更为“谢坱諵”。

特此公告
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分别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22

受委托，按现状对儋州市白马井镇海南白马井渔港股份有
限公司三个冷冻厂分别招租，公告如下：新光冷冻厂(含生活办公
区)建筑面积为：4400m2，挂牌底价：43万元/首年；天宇冷冻厂
建筑面积为2334m2，挂牌底价：23万元/首年；源远通冷冻厂(含
生活办公区)建筑面积为1450m2，挂牌底价：17万元/首年；租期
均为6年，前三年租金不变，第4、5、6年按上年度递增10%；公
告期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13日。对竞租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ejy365.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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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10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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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变卖公告(第191230期)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
我公司对下列涉案财产进行变卖，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
名称及变卖价格：①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后进的160.51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W0401789号】，变卖
价格：26.4万元；②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的160.51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W0401790号】，变卖价格：
26.4万元；③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的160.51平方米国有土地
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W0401791号】，变卖价格：26.4万元；
④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的160.1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文国用（2001）字第W0401792号】，变卖价格：28万元；⑤位于文
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的160.1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
（2001）字第W0401794号】，变卖价格：28万元；⑥位于文昌市会
文镇冠南圩的160.5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
W0401795号】，变卖价格：26.4万元。二、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公
布之日起60日内。三、标的展示时间：变卖期内。四、应买人应买
价格可高于确定的变卖价格。变卖期限内，按照最先汇入变卖价
款（全款）者得的原则确定买受人；同一天内多人汇款的以出价最高
者为买受人；如果同一天购买款一致的，甲方择日举行现场变卖会，
采取竞价方式，出价最高者为买受人（有效汇款自公告之日起，汇款
人必须在汇款后5日内与法院联系，否则造成的后果由汇款人自行
承担）。五、应买方式：应买人应持其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和银行汇款
凭证向我司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中应载明“愿以变卖公告中所确
定（或高于）的价格和方式购买”。六、收款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
人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 0188
0001 55194。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0106执恢23号之
二（ 号标的）”（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七、标的物按现
状进行变卖，过户的税、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联系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18889413333
联系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

居15A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广告

天有阴晴，人尝冷暖。回首2019，国际风
云变幻莫测。展望2020，世界又将经历哪些风
霜雨雪的洗礼，迎来哪些雨过天晴的希望？

2020年，英国“脱欧”道路上弥漫了数年的雾
霾有望暂时减轻。首相约翰逊带领保守党在议会
下院选举中大胜后，英国议会下院已原则通过“脱
欧”协议相关法案。这增加了2020年1月31日英
国正式“脱欧”的概率。

不过，即使英国迈出这关键一步，也并不意味着
“脱欧”就此尘埃落定。根据目前的“脱欧”协议安
排，英欧在正式“离婚”后将开启“后脱欧”时代经贸
关系谈判，这可能引发新一轮旷日持久的博弈。

英国议会原则通过的相关法案明确禁止政府
延长“脱欧”过渡期，这意味着英国和欧盟必须在明
年年底前完成经贸关系谈判。而在欧盟看来，要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是不可能的。若双方届时无法达成协议，或将出现
无序“脱欧”局面，对英国社会的冲击恐将是“沙尘
暴”级别的。

下届美国总统选举将于2020年 11月举行。
在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催化下，美国政治极化
加剧，民主、共和两党矛盾激化，预计明年选战将持
续高温。

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弹劾案，参议院预计
于2020年1月审理该案。在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
数议席的情况下，弹劾案遭否决几无悬念。

尽管被弹劾下台可能性甚微，但特朗普选情会
否受重大影响？民主党选民的热情会否被弹劾案激
发出来，从而提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斗
争白热化的两党会否在弹劾案之外开辟新战场？投
票日之前，未知数仍然很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特
朗普竞选连任的成败，对美国乃至世界未来形势发
展会产生不小影响。

如同一个永远过不完的冬天，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间
冷冰冰的关系已延续5年多，预计2020年依旧升温乏力，不过也还有
偶现暖意的机会。

俄美在多个领域的矛盾如坚冰难融。美国最近通过的国防授权法
案决定继续制裁俄罗斯。2020年也是俄美间残存的唯一军控条约到期
前的关键一年，美方对俄方提出的延期提议尚无回应。在叙利亚危机、
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俄美分歧仍难以化解。

近日，俄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愿推动俄与欧洲关系正
常化。然而乌克兰问题仍是俄欧恢复关系的重大障碍。俄罗斯、乌
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3年来的首次会晤12月刚在巴黎结束，各方
商定4个月后再见。如果2020年的四国首脑会议能够为推动乌克兰
危机解决找到突破口，或许有望为俄欧关系改善带来一丝暖意。

从2月底朝美河内峰会，到6月底两国领导人板门店再聚，再到
10月份双方在瑞典的工作会谈不欢而散，最后到年底朝美互放狠话，
2019年的朝鲜半岛局势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缭乱。

从目前情况看，来年的半岛局势仍将阴晴不定。朝鲜希望通过谈
判早日摆脱制裁，致力于发展经济。美国虽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朝
核问题，但更多是口惠而实不至。再加上美国明年进入大选年，白宫外
交服务于内政的特点将更突出，这或使半岛局势更加难以捉摸。

今年5月起，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以回应美国
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展望2020年，美国对伊制裁的强
度、伊朗重启核活动的速度、欧洲斡旋的力度等因素都将影响伊核问
题走向，预计阴云难以消散。

在国内面临总统选举的背景下，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可
能性较小，很可能继续对伊朗“极限施压”。伊朗经济因遭制裁而承
受重压，但短期内尚不至于崩盘。在手握重启核进程、封锁霍尔木兹
海峡等战略底牌的情况下，伊朗不会轻易认输。

2019年，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冲击。美
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让全球贸易整体受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大概率
将遭遇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或导致需求进一步收缩，从而加剧
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加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不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已于今年11月初
总体结束，中日韩三国积极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RCEP。这将为亚太
区域经贸发展注入强心剂，也将给遭遇逆流的全球贸易带来一股暖流。

今年，脸书公司提出“Libra”概念，在国际上掀起关于数字货币
的讨论热潮。全球多家央行已公布各自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展。法
国央行将从2020年开始试验一种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央行数字货
币；欧洲央行官员说，该行数字货币研发已进入技术层面；国际清算
银行计划推出一种供银行间批发业务使用的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央
行也在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

“央行数字货币”的阵阵雷声，预示全球货币体系的变革趋向。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直言，如果能通过全球央行的数字货币网络创建
一种全球数字货币，就可能“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霸权”。

2019年，人工智能研究取得新进展。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与
脸书公司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Pluribus在六人桌德州扑克比赛
中击败多名世界顶尖选手。这证明人工智能不仅能在围棋二人游戏
中战胜人类，在更接近真实世界的多人战略游戏中同样能够胜出。

2020年，随着5G技术大规模投入商业应用，人工智能将获得
更多数据支撑，应用前景将进一步拓展，但这也对相关伦理与规则
的制定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大国在人工智能军事
用途方面的激烈竞争能否得到有效管控，将关系到这一新技术给人
类带来的是更多福祉还是更多伤害。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美国大选：
持续高温2

俄西关系：
升温乏力3

数字货币：
雷声阵阵7

人工智能：
阴晴未卜8伊核问题：

阴云密布5

半岛局势：
风云莫测4

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成败，对美国乃至世
界未来形势发展会产生不小影响。图为出席
北约峰会的特朗普。 新华社发

英国议会下院已原则通过“脱欧”协议相
关法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脱欧”就此尘埃落
定。图为英国首相约翰逊。 新华社发

289天，美宇航员成为
单次停留太空最久女性

美国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克截至28日已在
太空停留289天，刷新女性单次停留太空最长时
间纪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航空航天局消
息报道，自今年3月14日以来，科克一直在国际
空间站工作生活，一次性停留太空时间超过退役
女宇航员佩姬·惠特森先前创下的288天纪录。

科克定于明年2月返回地球，届时在太空一次
性停留时间将达到328天，仅比退役宇航员斯科
特·凯利2016年创下的人类单次停留太空最长时
间纪录少12天。宇航员每次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
任务一般在6个月左右。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刚果（金）船只着火致20人死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2月28日电（记者王

松宇）金沙萨消息：刚果（金）地方官员28日证实，
本周早些时候在该国中部地区河流上发生的船只
着火事故造成至少20人遇难。

刚果（金）开赛省官员表示，一艘载有数十人的
船只于23日夜间在该省境内开赛河流域发生火
灾，截至目前已打捞起20具遗体。由于部分遇难
者遗骸在火灾中被烧毁，死亡人数还有可能上升。

当地官员表示，一船员在船只加油时点燃香
烟导致了火灾，目前搜救人员还在寻找船上其他
失踪乘客。

埃及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致23人死亡

据新华社开罗12月28日电 据埃及中东通
讯社28日报道，埃及东北部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
通事故，造成23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

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塞得港至达米埃塔的高
速公路上，一辆载有工人的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
后发生翻车，造成23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已被
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2020国际风云
“气象预报”

英国政府在网上不慎泄露1000
多名政要和名流的住址，包括乐坛巨
星埃尔顿·约翰和奥斯卡奖影片导演
萨姆·门德斯。英国内阁办公厅28
日道歉，着手采取补救措施。

英国政府每年发布两次嘉奖名
单，通常年中一次、年底一次，以表彰
优秀官员、执法人员、体育界和演艺
界人士、社区工作者等。

令人吃惊的是，英国内阁办公厅
27日深夜在网上发布的嘉奖名单中

不但含人名，还把获奖者的家宅住址
和办公地址等信息“一并附上”，并且
把名单设置为可下载文件。

名单中包含1000多人，例如乐
坛巨星埃尔顿·约翰、凭借《美国丽
人》获奥斯卡奖的导演萨姆·门德斯、
奥斯卡奖获奖影片《为奴十二年》导
演史蒂夫·麦奎因，以及国防部和反
恐部门数十名官员。

英国内阁办公厅28日凌晨从网
上紧急撤下名单。然而，名单已经

“晒”了1个多小时，尚不清楚有多少
人下载过。

内阁办公厅发表道歉声明：“我
们向所有受影响者道歉，正调查事
件起因。我们已经向信息监管局
报告此事，着手直接联络所有受影
响者。”

根据英国法律，泄露信息可能面
临罚款等处罚措施。英国信息监管
局承诺彻查此案。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政府不慎泄露上千名流住址

12月28日，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坠毁，至少导致5人
丧生。图为坠毁飞机的残骸散落在地面上。 新华社/美联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小型飞机坠毁至少5人丧生

俄开始量产“先锋”导弹系统
弹头能以20倍音速滑翔飞行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8日电（记者李奥）据
俄罗斯媒体28日报道，俄罗斯已开始量产携带高
超音速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系统。

《红星报》当天援引俄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
科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携带高超音速
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系统，俄战略火箭兵“栋巴罗
夫斯基兵团”换装该导弹系统的工作已经启动。

克里沃鲁奇科表示，2019年俄罗斯国防采购
总金额超过1.5万亿卢布（约合242亿美元）。为
保障军队武器装备换装进程，超过68%的资金被
用于购买高科技产品。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7日发布的新闻公告，俄
首个“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团当天进入战斗值班。

据报道，“先锋”导弹使用两级火箭发动机，其
弹头能以20倍音速滑翔飞行，耐受2000摄氏度
高温，并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先锋”导弹于
2018年7月投入批量生产。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进
行武器装备现代化升级。俄国防部长绍伊古27
日表示，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占比已达68.2%。
根据相关计划，俄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占比应在
2020年达到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