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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遇老对手
印尼选举委员会 14日宣布，印尼

总统选举竞选活动于 13日正式结束，
自 14日起进入为期 3天的“冷静期”，
其间禁止任何形式的竞选造势与民调
发布活动。

佐科13日在雅加达朋加诺体育场
举行了最后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佐科
表示，如果胜选，他将在第二个总统任
期把执政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人
力资源开发。面对此前有关现政府过
度建设基础设施的指责，佐科反驳说：

“每个发达国家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
施与人力资源。”他同时表示，将向大
学生提供金融资助，为毕业生提供就
业培训，同时还将为贫困人群提供购
买生活必需品的补贴。

佐科此次面对的主要对手是他在
2014年大选中的老对手——大印尼行
动党主席、退役将军普拉博沃·苏比安
托。上次大选中，时任雅加达省长的佐
科与其竞选搭档以 53.15%的得票率击

败了普拉博沃及其搭档。
普拉博沃 7日与竞选搭档桑迪亚

加·乌诺在朋加诺体育场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竞选造势活动。他主张提升印
尼的国际话语权，并向选民承诺将提
高就业率。他抨击现政府的经济政策，
指责佐科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率仅 5%，
低于其 2014年的竞选承诺。他还批评
佐科政府反腐不力。

■连任可能大
佐科在竞选中着重强调自身政绩

与执政经验，着力塑造清廉、实干的形
象，在宗教与种族等议题上持多元立
场，在经济政策上持开放态度，宣称捍
卫印尼的多元、开放以及温和的国家
形象。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佐科面临反
对派攻击以及部分舆论批评，但过去
一个任期内良好的执政成绩将成为他
寻求连任的最大底气。

数据显示，执政五年来，佐科政府
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印尼当前通胀率

为2.5%，为十年来最低，而2014年这一
数字为 8%。佐科政府大力建设基础设
施的积极效应也已开始显现。世界银行
发布的各国物流绩效指数排名显示，印
尼从2016年的第63位上升到2018年的
第46位，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此外，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也大幅提
升了印尼的国家凝聚力与自豪感。

关于普拉博沃的选举策略，分析
人士指出，他试图塑造强硬民族主义
者的形象，在经济、外交、宗教等领域
持保守立场，竞选语言激烈，以期吸引
底层民众。此外，他还提出“印尼优先”
的口号，宣布捍卫印尼的国家利益和
普通百姓利益，激起底层民众对现政
府的不满情绪。

最新民调显示，目前佐科组合领
先普拉博沃组合 18.3 至 22.3 个百分
点。民调分析人士阿尔迪安·索帕对佐
科连任表示乐观。不过他同时表示，如
果发生“特别不寻常的事件”，也不排
除佐科败选的可能。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苏丹外交部14日发表
声明，称过渡军事委员会将为国家文官
治理打下基础，并在两年过渡期内向文
职政府交出权力。同一天，苏丹过渡军事
委员会称，未来的文职政府将排除前总
统巴希尔领导的全国大会党的参与。

在声明中，苏丹外交部呼吁国际
社会支持过渡军事委员会为转型所
作出的努力，以促进苏丹均衡、公平
发展。声明还承诺苏丹会遵守所有国
际条约，与其他国家睦邻友好，维持
平衡的国际关系，并表达了与国际社
会进行有效经济合作的愿望。声明还

敦促国际社会减免其外债。
声明还说，苏丹武装部队在苏丹

人民呼吁军队介入后采取一系列措
施，以期终结该国一段时间以来的政
治、安全和社会危机。

同一天，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新
闻发言人沙姆斯丁·卡巴什表示，已
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接收前总统巴
希尔领导的全国大会党的总部和资
产。他表示，未来的文职政府将排除
全国大会党的参与。此外，过渡军事
委员会对外交使团进行审查，决定解
除苏丹驻美国大使及苏丹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职务。
沙姆斯丁·卡巴什还表示，军队

不会使用暴力驱散仍在军队总部门
前示威的数千民众，他呼吁民众勿阻
塞道路和桥梁，帮助过渡军事委员会
恢复正常社会生活。

11日，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
艾哈迈德·伊本·奥夫宣布推翻总统
巴希尔政权，并于当天成立过渡军事
委员会，负责执掌国家事务。12日，伊
本·奥夫宣布“为了国家利益”辞去其
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由中将阿
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接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

俄朝领导人会晤
正在准备之中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5日表示，俄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的会晤正在准备之中。

俄《生意人报》15日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
说，“可以证实的是，双方的会晤目前正在准备之
中”。佩斯科夫说，关于此事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在会晤举行的时间与地点确定之后，俄方会
进行通知。目前尚无法提供具体信息。

俄罗斯媒体 15日援引韩联社消息报道说，
俄朝领导人会晤或将于近期在俄罗斯符拉迪沃
斯托克举行。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推进韩朝领导人
再次会晤时机已到
据新华社电 韩国总统文在寅 15日表示，准

备并推进韩朝领导人再次会晤的时机已到，希望
双方能不拘时间地点，坐在一起进行具体的、实
质性的讨论。

文在寅当天下午主持召开青瓦台首席秘书
和助理会议时说，当前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进入了
延续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对话势头、为下一阶段
成果付诸准备的过程。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通过施政演说再次阐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
构建半岛和平的坚定意志，并表明有意重启朝美
对话，对此韩方高度评价并表示欢迎。

文在寅说，金正恩委员长明确表示要彻底履
行《板门店宣言》和《9月平壤共同宣言》，这一点
上韩方秉持相同立场，韩朝再次举行领导人会晤
的条件已经具备。韩国政府将全力促进韩朝关系
和朝美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并在强化与国际社会
合作、构筑半岛和平秩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日在白宫会见文在寅时
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美朝领导人会晤。他同时
强调，尽管美国当下不会考虑继续追加制裁，但
也不考虑放松对朝制裁。金正恩 12日在朝鲜第
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
时说，如果美国采取正确态度、找到朝鲜可以认
同的方法后要举行第三次朝美首脑会晤，朝鲜也
愿意再尝试一次。

去年6月，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
签署联合声明，但随后由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及
步骤上显露分歧，朝美对话一度停滞。今年 2月
底，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在越南河内举行，因在
解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分歧，会晤
比原计划提前结束，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以色列私营机构
计划再试登月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非营利性太空组织Spa⁃
ceIL近日宣布，他们计划建造第二个登月探测器
——“创世纪2”号，再次尝试登陆月球。

SpaceIL的首个登月探测器“创世纪”号原计
划当地时间 11日晚登月，但在距离月球表面不
足 10公里处，主引擎突然失灵，撞向月球表面。
世界上首个私营机构登月任务以失败告终。

“创世纪”号登月任务主要赞助人、SpaceIL
董事长莫里斯·卡恩 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
频宣布，“梦想仍在继续”，将建造“创世纪 2”号
登月探测器。相关工作从14日开始展开。

“我们打算建造一个新的探测器，”卡恩说，
“我们将把它送上月球，完成此项（登月）任务。”

卡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说，失败不要
紧，可以站起来再试一次。他已准备好尽一切努
力推进新的登月项目。

“创世纪”号登月任务由 SpaceIL发起，项目
耗资约 1亿美元，主要来自私人投资，据报道其
中大约 40%由卡恩出资。“创世纪”号探测器由
SpaceIL设计，高 1.5米，直径 2米，重约 600千克，
在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色列科技部等机
构支持下建成。

据以色列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政府会在一
定程度上支持新的登月项目。建造新的探测器并
做好登月准备需要两至三年时间。

据新华社电 伊朗应急救援部
门14日发布消息说，伊朗境内持续
近一个月的洪涝灾害迄今造成全
国76人死亡，另有至少544人受伤。

消息说，这次洪涝灾害波及伊朗
全国31个省份中的25个。受灾最严
重的地区包括南部的法尔斯省、西部
的洛雷斯坦省、东北部的古莱斯坦省
和北部里海沿岸的马赞达兰省。

洪水还造成数亿美元经济损
失。强降雨在一些山区引发山体滑

坡，许多民众被迫撤离。此外，受灾
地区一些桥梁、公路、农田和水利
设施受损或被冲毁。

据伊朗媒体报道，从 3月 21日
伊朗新年诺鲁孜节第一天起，伊朗
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造成全国范
围的洪涝灾害。伊朗气象组织14日
发出预警，未来几天伊朗多省将出
现新一轮强降雨天气，法尔斯、洛雷
斯坦等省份仍处于防洪紧急状态，
提醒政府和民众保持高度警惕。

伊朗洪灾死亡人数升至76人

4月14日，球迷在利物浦安菲尔德球场外的希尔斯堡纪念碑前摆放鲜花和卡片，悼念希尔斯堡惨案96名遇难
者。当日，在2018-2019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4轮比赛中，利物浦队主场以2比0战胜切尔西队。1989年4
月15日，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的足总杯半决赛在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举行，比赛中发生了人群踩踏事
件，致使96名利物浦球迷丧生。 新华社 发

委外长批评美国务卿
访哥委边境是“作秀”

据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 14日
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对哥伦比亚边境城
市库库塔的访问是“廉价作秀”。

阿雷亚萨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库
库塔的言行是“陈词滥调”和“廉价作秀”。他还表
示，“与此同时，被（哥伦比亚政府）遗弃的库库塔
人民还要靠委内瑞拉的经济维持生计”。

当天下午，蓬佩奥在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陪同
下，先后走访了移民临时安置中心和西蒙·玻利
瓦尔国际大桥等地。这座大桥是委哥两国陆路最
重要的通道，委政府今年2月22日宣布暂时关闭
此要道。

库库塔位于哥伦比亚东北部，是北桑坦德省
省会。2月23日，委反对派试图从这里将美国“人
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委境内未果。同日，委政府
宣布与哥伦比亚断绝外交和政治关系。

蓬佩奥11日开始访问智利、巴拉圭、秘鲁、哥
伦比亚4国，委内瑞拉局势是这次访问主要议题。

据新华社电 据外电报道，自
去年9月麻疹疫情在非洲国家马达
加斯加暴发以来，这一轮疫情已导
致约12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
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据马达加斯加卫生部统计，截
至今年 3月中旬，该国共报告麻疹
病例约 11.7万例，报告区域覆盖该
印度洋岛国所有地区，是该国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麻疹疫情。目
前疫情仍在加剧。

麻疹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
的病毒性疾病，受感染的大部分是
儿童，症状包括发热、上呼吸道炎
症、咳嗽、结膜炎等，病情严重时可

引发肺炎等症状，甚至致人死亡，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

贫困导致的疫苗短缺是马达
加斯加麻疹疫情迅速扩散的首要
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疫
苗接种率须达到90%至95%才能有
效防止麻疹疫情扩散，而马达加斯
加目前接种率仅为58%。

世卫组织说，要使这个国家约
2600万人口全部被麻疹疫苗覆盖
至少还需700万美元，目前仍有300
万美元资金缺口。世卫组织 3月底
在该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麻疹疫苗
接种，旨在使该国 720万名 6个月
到9岁大的儿童受到保护。

据新华社电 伊拉克反恐部队
14日在该国东部迪亚拉省打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一重要头目及
其3名随从。

伊拉克反恐部队当天在声明
中说，在伊拉克空军和打击“伊斯
兰国”国际联盟的空中支援下，伊
反恐部队在迪亚拉省北部的希姆
林山区发起行动，打死“伊斯兰国”
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领导人穆罕默

德·萨勒曼·达乌德。
希姆林山区位于伊拉克东

部，长期以来是“伊斯兰国”残余
分子藏身之所。伊拉克军方 4 月
11日起在希姆林山区展开大规模
清剿行动。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
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
利，但目前伊境内仍有一些极端分
子残余，伺机发动袭击。

印度尼西亚17日将举行总统选举

佐科连任总统可能较大
印度尼西亚将于17日迎来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根据印尼选举委员会先前公布的数据，当

天全国1.92亿合法选民将分别前往80余万个大小投票站，投票选出国家正副总统以及国会、省
县议会议员和地方代表理事会成员。

近期民调显示，拥有良好政绩的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及其竞选搭档马鲁夫·阿明持续保持
领先优势，连任可能性较大。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
两年内将交权文职政府

英国球迷纪念英国球迷纪念
希尔斯堡惨案希尔斯堡惨案

马达加斯加麻疹疫情
已致约1200人死亡

“伊斯兰国”一头目
被伊反恐部队打死

中山市银山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5月15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现状以增

价方式公开拍卖：中山市神湾镇光辉路10号南湾豪庭共27间房产（标的详情及缴纳保证金
请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sjyzx.gov.cn/查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9-10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如企业还需提
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到中山市东区博爱六路22号行政服务中心
二楼D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者按《报名回执》及《保证金通知书》的要求在5月14日16
时前在其账户上以转账方式向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汇入拍卖保证金（以到账时
间为准）。经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系统确认缴费成功的竞买人才具有参加拍卖
会的资格。拍卖当天凭《报名回执》和保证金进账单领取拍卖号牌方能入场参加竞买。

标的展示：2019年4月24-25日，电话预约，资料备索。
拍卖公司地址：中山市西区旧货交易市场D区1号，电话：88638118、88638128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话：89817366
监督电话：88228466（市拍协）

2019年4月16日

中山市众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3日下午3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

租赁物业仅限于经营普惠性幼儿园，且3年内须申报市一级幼儿园。竞买人须为南朗
镇的企业法人或法定代表人，且在南朗镇具有8年及以上的办学经验（由南朗镇教育部门出
具证明）。有意者请于4月22日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汇入委托人的指定账户（到账有效），并
携带有效证明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展示期：4月18—19日,电话预约。公司地
址：中山市东区银河街 17 号（即东区邮局）三楼，电话：88899399，市拍协监督电话：
88228466。

2019年4月16日

拍卖标的

中山市南朗镇南岐北路
17号房地产的15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

约4108㎡

租金
每5年递增

10%

起拍价
(元/月）

43,200

保证金
（元）

50,000

关于《中山市黄圃镇鳌山村、石军村、
横档村村庄规划》的公示

《中山市黄圃镇鳌山村村庄规划》、《中山市黄圃
镇石军村村庄规划》、《中山市黄圃镇横档村村庄规
划》方案已完成。根据《中山市城市规划公开规定》，
现对该草案予以公示。本公示自刊登之日起30日内，
广大市民或与之存在相关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可
到中山市黄圃镇发展规划服务中心一楼大堂、黄圃
镇政府网站（http://www.zs.gov.cn/hpz/index.
action）查阅规划情况，若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情况，可
以直接到中山市黄圃镇发展规划服务中心查询。

联系地址：中山市黄圃镇新丰南路47号
联系电话：23214001（朱生）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16日

中山化工商厦招租

位于中山市南区城南一路
210-216号二至五楼写字楼出
租70-500平方米/套，月租金
33 元/平方米起。联系电话：
13809682708（黄生）

中山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