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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社会团体等级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社会团体：

为提高我省社会团体规范化建设水平，提升社会团体公信力，促
进社会团体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
意见》(民发〔2007〕第127号)、《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
〔2010〕第39号）和《海南省省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实施办法》（琼民发
〔2012〕9号）要求，海南省民政厅决定开展2020年度省级社会团体等

级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报名时间：2020年2月14日
—3月31日。二、参评要求：（一）参评条件及评估范围：本次评估的范
围是在海南省民政厅登记注册成立的省级社会团体，存在下列情况的
省级社会团体不予参评：1.2018年12月31日以后成立的社会团体。
2.2017至2019年年度报告结论为不通过的。3.2017至2019年度受
到登记管理机关或其他部门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4.正在被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三、其他要求：符合参评
条件且自愿参加的社会团体可通过电话（传真号码：65358551）或网
上申请（电子邮箱：527008854@qq.com）等方式报名，社会团体等级
评估申请书等纸质材料待疫情结束后再提交。

海南省民政厅 2020年2月20日

关于博爱花苑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博爱花苑项目由唐桂芳开发建设，建设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城
区嘉博南路西侧，用地面积15999.50m2。博爱花苑项目修规方案已由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资规审批[2019]10号文批复同意建设。现
申请A、B、C、D、E等5栋住宅楼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
《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
如下：1、博爱花苑A、B、C、D、E等5栋住宅楼屋顶面积3587.96m2，太阳

能集热器面积926m2，热水系统建筑应用建筑面积27544.64m2。太阳
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为680.71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
月21日至3月5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土空间规划室、建设用地现场。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
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国土空间规划室502办公室）（地
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
571400）；（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
姓名和联系方式。（3）联系电话：0899-62822440，联系人：李选铭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18日

蓝城国际广场康养度假中心修建性详细规划项目位于文
清大道东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宜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净
用地面积20823平方米（折合31.23亩）。规划方案经市第59
次规委会审议通过，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73129.5平方米,
容积率2.672，建筑密度19.96%，绿地率40.65%，建筑高度22
层，停车位555辆。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集热器面积592平
方米，申请补偿建筑面积为504.36平方米，符合《海南省民用
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管理暂行办法》，以上
内容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
序对该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太阳能补偿等内容进行批前

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2月21日至3月6日）；2、公示

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com；（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蓝城国际广场康养度假中心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遗 失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三沙市人民医院不慎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各一本，税务号：

460100069662168，声明作废。

▲儋州龙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章，公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海南金达旅业有限公司五指山

宾馆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声明
陵水金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三本（3-1、3-

2、3-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4069679760P；公章，声

明作废。

声明
陵水金石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三本（3-1、3-

2、3-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40696843087；公章，声

明作废。

至于为何坚持英国与加拿
大不同，一些欧盟国家官员解
释，英国多次提出想要“加拿大
式”自贸协定，却不提英国希望
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包括就
牛肉和乳制品等全部产品实现
零关税、零配额。尽管欧盟与加
拿大2016年10月签订《综合经
济与贸易协定》，双方贸易关税
和配额限制没有完全消除。

欧盟委员会19日向成员国
政府所作简报指出，就经济和地
理联系程度而言，把英国和加拿
大相提并论“不可行”。欧盟
2018 年从英国进口产品总额
1970亿欧元，几乎是同期从加
拿大进口产品总额的10倍。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为
保证英国“脱欧”后遵守“公平
竞争标准”，法国、西班牙和比
利时正牵头一些欧盟成员国呼
吁用“动态对齐”限制英国，一
旦欧盟认定英国违规，就出手
施加货币和贸易制裁。巴尼耶
起草的欧盟谈判方案提出，英
国就行业补贴和竞争需继续沿
用欧盟法律，因而接受欧洲法
院管辖。

不过，英国在英欧贸易谈判
的一大核心诉求就是与欧盟规
则“解除绑定”。英方因而抓住
欧盟贸易委员菲尔·霍根就欧加
自贸协定的表态不放，坚称英欧
贸易协议没有必要增加制裁等

强制执行条款。
霍根本月11日给荷兰议会

的信件本意是为欧加自贸协定
“打包票”。荷兰议会目前正审
议《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一
些议员对协定能否有效维持劳
工和环保标准表达担忧。霍根
在信中说，协定就公平竞争已
包含“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
的条款。

一名熟悉英欧谈判的英国
消息人士说，欧盟一方面称赞这
份协定的“公平竞技场”承诺，一
方面又不愿与英国达成类似条
款。“欧盟就是希望英国永远遵
从欧盟标准。”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高级顾问
斯特凡·德林克19日在伦敦发表演讲，指
认英国背弃去年所作承诺。他说，英国首
相鲍里斯·约翰逊去年与欧盟谈妥“脱欧”
协议时，同意在英欧未来关系宣言中作出
关联“公平竞技场”的承诺。德林克是欧盟

“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
的助手。

“公平竞技场”一直是欧盟关注的焦
点议题。欧盟希望英国“脱欧”后继续在
环境保护法律、劳工政策和国家援助等
方面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确保英国不
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不当竞争，即维持“公
平竞技场”。德林克警告，如果英国不准
备接受欧盟所提保证“公开公平竞争”的
条件，就别指望“获得高质量的欧盟单一
市场准入”。

英方指认欧盟虚伪，称欧盟先前支持
与英国达成加拿大式自贸协定。英国政府
近日经由社交媒体曝光欧盟委员会2017
年所作幻灯片，显示欧盟当时同意英国选
择是否与欧盟达成加拿大式自贸协定。

欧盟委员会很快回击，“晒”出一张日
期更新的幻灯片，说欧英经贸关系属于不
同范畴。欧盟委员会还强调，欧盟与第三
方国家所达成的贸易协议都包含“公平竞
技场”条款，并且依据距离、贸易水平和密
切程度等不同因素确定。

德林克19日也强调，就“公平竞技
场”而言，欧盟与英国的谈判和当初与加
拿大的协议相比，“是一场不同的球赛”。

“一些英国人似乎想当加拿大人，但（英
国）多佛远比（加拿大）渥太华距离（法国）
加来更近。”

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的欧英贸易谈判下月才开始，双方近日表态已显现火药味，互指对方出尔反尔、背离先前立场。
加拿大在英国2016年决定“脱欧”后与欧盟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幸成为“炮灰”，频繁被拿来说事。欧盟强调与英

国的紧密联系远胜过加拿大，欧英未来的贸易协议因而需要加诸制裁等强制执行条款。英国则以欧盟贸易委员称赞欧
加自贸协定的信件为凭，坚称欧盟没有必要强加额外条款。

欧英谈贸易 欧加自贸协定“躺枪”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与土
耳其接壤，是叙反对派武装和
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
后一块主要地盘。叙政府军
一直希望收复这一地区。

2018 年 9 月，俄罗斯总统
普京和埃尔多安在索契会晤，
双方决定在伊德利卜省的叙
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建
立非军事区。根据协议，土方
以监督停火的名义在伊德利
卜设立12个观察点。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李勇慧认为，俄土关系看似紧张，但
不会走向破裂，伊德利卜可能成为双方讨
价还价的筹码。

一方面，俄方不会就涉及自身利益的
问题轻易妥协，但中东问题离不开土耳其
参与，俄不愿与土耳其反目成仇。

另一方面，土方如果放弃俄罗斯转而
寻求美国支持，可能被迫在库尔德武装问
题上对美国让步，使自身利益受到更多损
害。这种情况下，俄土可能继续保持接
触，以现有战况为基础达成新的共识。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土耳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锡南·于尔根认为，俄土公开表态的激
烈交锋背后，各方博弈格局出现变化。

一方面，土耳其日趋被动。土方支持
的叙反对派面临败局，这可能危及土方希
望在伊德利卜保留的军事缓冲区。土耳
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后向俄罗斯靠拢，
如今特朗普政府忙于从中东冲突中脱身，
北约也不愿卷入这场危机，很难给予土耳
其实质支持。

另一方面，叙政府逐渐得势，而俄有
意维护自身在叙的军事和经济利益，现阶

段对促成停火态度并不积极。
对于土、叙是否会发生大规模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李勇慧认为，叙境内出现严重冲突
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以军事行动相威
胁，目的是促使俄承认土在伊德利卜的特
殊地位。

眼下，俄罗斯的介入使土耳其在战场
上不占优势。土若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
叙利亚、利比亚双线作战的困境。大规模
冲突势必造成更严重的难民问题，加剧埃
尔多安在国内的政治压力。

叙利亚政府军去年12月
以来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等
地发起军事行动，从反对派
武装和极端武装手中夺回大
部分地区。叙总统巴沙尔·
阿萨德17日表示，将继续追
击“恐怖分子”，直至夺取“全
面胜利”。

土耳其一直支持叙反对
派武装，最近几周调兵增援
伊德利卜，想迫使叙政府军
撤军，同时寻求与俄罗斯展
开对话。另外，土耳其方面
担忧，叙政府军在伊德利卜
的攻势将导致大量难民涌入
土耳其。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
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19日
说，去年12月以来，伊德利卜
形势恶化，已造成近90万民

众流离失所，其中包括逾50
万儿童。

俄土两国代表团17日至
18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
谈，但没有就缓和伊德利卜
紧张局势达成共识。

埃尔多安 19 日说，对
话还会继续，但俄方远未
满足土方所提条件。如果
叙政府军本月底前没有撤
军，土耳其将展开军事行
动，“不会把伊德利卜让给
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
伊德利卜一仗“只是时间
问题”。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
里·涅边贾回应，叙政府正在
开展“打击恐怖主义”的合法
军事行动，俄不会停止对叙
的支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9日说，土耳其与俄罗斯未能就叙利亚伊德利卜问题达成共识，土方已经做好在伊德利卜发起军事行动
的“万全准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土耳其发起攻势将令局势朝“最糟糕”方向发展。分析人士认为，俄土两国表
态强硬，显现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但互放狠话的目的是争取地缘政治利益，叙境内出现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

俄土互放狠话

叙利亚局势
走向何方

俄罗斯：有意维护在叙军事经济利益埃尔多安：打伊德利卜“只是时间问题”

各“晒”幻灯片斗嘴 和加拿大比“不可行”？

专家：伊德利卜或成土俄讨价还价的筹码

新闻
链接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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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换人
新华社华盛顿2月19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

梅）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
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将接替约瑟夫·马
奎尔，成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马奎尔在2019年8月获特朗普任命成为美
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任用代理国家情报
总监不用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马克·沃
纳对特朗普任用格雷内尔提出质疑，认为格雷内
尔缺乏情报工作经验。格雷内尔现年53岁，从
2018年5月开始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立于“9·11”恐
怖袭击之后，负责协调美国十几个情报及安全部
门的运作。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2月20日电（记者沈忠
浩 胡小兵）德国西部城市哈瑙19日晚发生枪击
事件，造成8人死亡，另有至少5人受伤。

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初步案情通报，枪击事
件发生在当晚10时左右。警方已抓获一名男性
嫌疑人，正在全力搜捕其他嫌疑人。

目击者描述说，多名枪手在哈瑙市中心一家
水烟馆射杀3人，此后驾车前往约3公里外的另
一家水烟馆并射杀另外5人。

警方称，枪手作案动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但
警方发言人没有透露受害者身份信息。

德国哈瑙市枪击案致死8人
一名嫌疑人被捕

2月20日，在德国西部城市哈瑙，警察在枪
击案现场附近警戒。 新华社/美联

2月20日，在英国伦敦，记者在泰特美术馆
拍摄面值20英镑的新版钞票。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20日开始发行面值
20英镑（约合180.9元人民币）的新版钞票。钞
票材质是塑料，正面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头
像，背面印有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威廉·透纳
的自画像。 新华社/美联

英国启用新版20英镑钞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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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土角力叙利亚
伊德利卜成棋子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首次
测量到反物质中的量子效应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19电（记者刘曲）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19日发布公报称，首次成功对反氢原
子能量结构中的某些量子效应展开测量，测量结果
与“正常”氢效应的理论预测相符，为今后更精确地
测量这类量子效应和其他基本量铺平了道路。

公报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阿尔法团队将
反质子减速器释放的反质子与反电子结合，创造
出了反氢原子。然后将它们限制在一个超高真空
的磁阱中，防止它们与物质接触并湮灭。

研究人员表示，关于物质与反物质差异的任
何发现都会动摇基础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此次
测量得以深入探索反物质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