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政府也清楚国外企业不会心甘
情愿交出敏感机密信息，因此准备了“后
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美国的
（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其他方法能让企业
交出信息”，若企业不交，将使用《国防生
产法》等强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雷蒙
多的表态明显是在威胁，此举又是美国肆
意利用其国内法限制、约束和打压他国目
标，体现出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做派。

面对美方逼迫，韩国半导体企业陷入
两难：交出信息，则家底亮光、竞争力削
弱；不交，则难免遭到美国“大棒”制裁。

韩国《韩民族日报》日前刊发社论指
出，美方的要求已达到侵害韩国经济主
权的水平，严重损害两国互信，对美国谋
求建立的技术同盟也无帮助。社论要求
美方尽快撤回其要求，同时敦促韩国政
府积极应对。 （据新华社首尔10月
21日电 记者杜白羽 孙一然）

尽管美方声称收集这些信息是为了
“了解和量化（供应链）瓶颈可能存在的地
方”以克服芯片短缺危机，但韩国方面担
心，美国可能另有私心。

《韩国经济新闻》报道说，英特尔公司近
来强化与美国政府的合作，重启半导体代工
业务。三星电子等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交的
信息很可能被泄露给英特尔等美国企业。

事实上，美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扫除竞争
障碍的先例早已有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
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遭遇。美国2013年以违
反《反海外腐败法》为由逮捕该公司高管弗雷
德里克·皮耶鲁齐，随后对他提起诉讼并对阿
尔斯通公司处以7.72亿美元巨额罚款。在美
方巨大压力下，该公司最终将其电力业务出
售给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如今，美国希望整合国内芯片生产，建
立完整供应链，维持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
主导地位，维持其科技霸权。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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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红色娘子军纪念馆改造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现琼海汇海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我局申报办理红色娘子军纪念

馆改造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建设地点位于琼海温泉万石
坡高速公路出口处西侧，用地面积66668.13m2，建设内容为红色娘
子军纪念馆，部分建筑面积 3588.28m2，配套设备房建筑面积
401.48m2。为了广泛征询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将申报的
建筑设计方案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0月
22日至11月1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http://
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zwzx/gk m1/），海南日报
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398号政务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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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情况联系电话:0899-62930106，联系人：王女士。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10月21日

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20%股权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45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20%
股权。一、基本情况：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
12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
该公司资产总计为18,427,244.63元，负债总额为711,445.35元，净
资产（所有者权益）为17,715,799.28元。标的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
报告。二、挂牌价不低于人民币900万元。三、公告期为2021年10月
21日至2021年11月17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
cn/ggzy/）查询。四、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
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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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21日

致歉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

2021年10月15日，我司吊车操作手朱海（身份证号：
5119**********3573）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程
中，未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要求，不慎误碰电
力线路，导致文明村附近110KV长美线故障跳闸，给贵局造
成十分不良影响，这是我司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的
向贵局致歉！

我司将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杜绝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

此致敬礼！
世港（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公告
2021年9月25日，《关于得胜沙后街17号楼委托物

业公司管理的函》上写字签名，签字内容为“只管1-2楼，

通道公用，杜新娥”。本人杜新娥在此声明，该签字非本人

真实意思，已报公安部门备案。

杜新娥(海南裕丰大发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

2021年10月13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0月26、

28日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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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22日

鼎胜月亮湾A4地块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昌洒镇
月亮湾起步区海滨路南侧地段，总用地面积为49124.41平方米（折合
73.68亩），所涉及的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17）文昌市不动产权第
0012580号，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嘉盛投
资有限公司。《鼎胜月亮湾修建性详细规划》经第45次市规委会审议
通过，经批准的综合技术经济指标为总用地面积为170446.49平方米
（255.67亩），总建筑面积264875.4平方米，容积率1.0（补偿后），建筑
密度24.1%，绿地率45.5%，建筑层数15层（59.7米），停车位1620
个。根据《关于别墅项目建设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建设单位向我局
提出鼎胜月亮湾A4地块项目修规调整申请，调整的修规该项目已于
2021年5月28日通过专家会评审，2021年7月21日通过第一次市国
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会议。经核查，A4地块经济技术指标为总用地面
积49124.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5123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为

49137.96平方米，容积率1.0，建筑密度21.37%，绿地率40%，停车位
144个。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规定，
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相关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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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2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鼎胜月亮湾A4地块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海口市国运物流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经投资人研究

决定终止企业经营，现拟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79L4J，请

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视为弃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09637

海口市国运物流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海口市国运物流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义龙东路及万国西路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49-3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义龙东路及万国西路12间铺
面分别招租，挂牌价格（首年月租金）从2171元-13800元不等，
招租面积从11.55㎡-86.79㎡不等。铺面租期为5年，最高报价
作为首年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每年递增3%。公告期：2021
年10月22日-2021年11月4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
66558034黄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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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22日

一批废旧资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43

一、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一批废旧资产再次进行公开转让：
该批资产主要为防火卷帘门、道闸、空调室内机、新风室内机

和钢化玻璃门等，除卷门电机可以使用外，其他设备现已损坏报
废。资产详情见评估报告明细表。

二、公告期：2021年10月22日至2021年11月4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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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
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22日

怡和·湖城大境（一、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红城湖路西侧。建
设单位根据市场经营需求，拟在一、二期商业裙楼各加装一部室外
电梯。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2日至11月0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csgs@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
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怡和·湖城大境（一、二期）项目加装电梯规划审批的公示启事

观 天下

据新华社首尔 10 月 21 日电
（记者陆睿 杜白羽）韩国第一枚完全
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于当
地时间21日17时（北京时间16时）
在全罗南道高兴郡的罗老宇航中心
发射升空，但火箭搭载的模型卫星未
能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世界”号是三级运载火箭，总
重200吨，可将1.5吨级卫星送至距

离地面600至800公里的轨道。根
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
航空宇宙研究院发布的消息，火箭
升空后一、二级分离正常，整流罩分
离正常，但第三级发动机燃料提前
耗尽，导致火箭搭载的模型卫星虽
然达到700公里的飞行高度，但未
能达到每秒7.5公里的飞行速度，最
终未能入轨。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
（记者黄河）俄罗斯核电站运营商俄
罗斯核电公司21日发布消息说，俄
南部罗斯托夫核电站的2号发电机
组因在例行检修中发现安全隐患而
关闭。

俄罗斯媒体今日早些时候报道
称，核电站2号发电机组控制蒸汽发
生器中一条管道焊缝出现泄漏，核电
站随即关停了2号发电机组。泄漏
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核电站所在
区域辐射水平未发现异常。

俄一核电站2号发电机组因安全隐患关闭

韩国首枚完全自主运载火箭
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10月21
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
欧洲议会日前通过的所谓“欧盟－台湾
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严重违背一个中
国原则，性质十分恶劣，中国全国人大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

声明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欧建交和发展双
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历来反对与中
国建交的国家同台湾当局开展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来。欧洲议会作为欧盟重要机
构之一，理应恪守中欧建交承诺。欧洲
议会通过所谓的报告是在涉台问题上做
出的错误和危险举动，将严重损害中欧

关系的政治互信和相互交往基础。
声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事关国家统一和
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我们强烈敦促欧洲议会认清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立即纠正错误言行，并为推动中欧
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全国政
协外事委员会21日就欧洲议会通过“欧
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发表声
明。全文如下：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关于欧洲议会
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的声明

近日，欧洲议会一意孤行，通过了“欧
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鼓吹提
升欧台关系。此举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
反中欧建交时欧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
公开承诺，严重损害中欧互信与合作。我
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国际社
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欧建交和发展双边

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
自己决定。台湾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
益，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
大能力！

我们敦促欧盟有关机构谨言慎行，
不要随风起舞，不要“玩火”，不以任何形
式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向“台
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切实履行欧方在台湾问题上作
出的公开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
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巩固中欧互信与合
作，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潘
洁 温馨）针对欧洲议会日前通过所谓

“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上述报告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谴责和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
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同欧盟关

系的政治基础。欧洲议会通过的上述
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
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性质和影
响恶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
反对。

汪文斌说，欧洲议会应立即停止损
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停止挑
衅和对抗。“我们正告有关方面，不要低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外交部：

坚决反对欧洲议会通过涉台报告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欧洲议
会通过涉台报告，鼓吹欧盟提升与台关
系。民进党当局表示感谢。对此，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21日应询表示，民进
党当局勾连一些国家议员炮制各种涉
台议案，企图贴靠外部势力进行“台独”
分裂活动，必遭失败。

马晓光表示，欧洲议会通过有关报
告，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欧建交

时欧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
号。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还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
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敦促
欧盟有关机构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纠正错误，慎重妥善处理台湾
问题。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企图贴靠外部势力
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必遭失败

“缺芯”瞄准盟友“美国优先”再现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

部长官文胜煜20日在
国会就美国要求韩国半
导体企业提供敏感机密
信息一事称，相关企业
正在准备，在确保不泄
露合同保密条款和不触
犯国内法律的情况下，
将材料提交给美方。

自美国政府9月下
旬提出上述要求以来，
韩国半导体业界对此多
有不满。韩国媒体指
出，美方这一要求暴露
了拜登政府版的“美国
优先”，严重侵害了韩国
的经济主权。

美国商务部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9月23日召集半导体行业人士开会讨论
供应链问题。同日，美商务部发出通知，
要求半导体供应链企业在45天之内提供
相关信息，包括库存、产能、原材料采购、
销售、客户信息等。信息征集对象涵盖整
个半导体供应链，包括半导体设计和制造
企业、材料和设备供应商、半导体中间商
和终端用户。

半导体产业是韩国支柱产业，三星电
子、SK海力士等韩国企业也被要求提供信
息。美国上述要求一出，立即引发韩国方面
强烈反应。韩国舆论普遍担心，美方此举将
对韩国半导体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韩国经济新闻》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此
次征集的库存、产量、订单和客户信息等均
为企业敏感机密信息，披露这些信息意味着
公开企业的半导体技术水准，可能令企业在
议价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背后或藏私心 “美国优先”再现

10月20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左）在劳
德代尔堡出庭。

2018年2月14日，位于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
斯高中发生震动全美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
的校园枪击案之一。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曾就读于事发学校，因违纪被开
除。克鲁兹被控17项一级谋杀罪和17项一级预谋杀人罪。如这些罪名成
立，克鲁兹将最高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保释的刑罚。 新华社/路透

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枪手出庭受审

新华社首尔10月21日电 据中
国驻韩国大使馆21日介绍，20日因
韩国渔船倾覆落水失踪的4名中国
船员中，已有2人于21日早7时左右
获救，由韩方直升机紧急送往郁陵岛

上的医院接受治疗。
使馆发言人说，使馆已同获救的

2名中国公民通电话。目前他们身
体较虚弱，但无生命危险，下一步计
划转移至岸上大型医院接受治疗。

韩失事渔船上失踪的4名中国船员有2人获救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记
者黄河）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
说，正在白海海域进行国家测试的“北
风之神-A”级战略核潜艇“奥列格大
公”号在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
进行了“布拉瓦”弹道导弹的水下发射

试验，导弹成功命中预定目标。
据塔斯社此前报道，“奥列格大公”

号战略核潜艇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国
家测试，11月还将再次在白海海域进
行“布拉瓦”弹道导弹的水下发射试验，
并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入列俄海军。

俄核潜艇成功试射“布拉瓦”弹道导弹

索要机密信息

就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