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国际 ●2019年6月13日 星期四

●责编：向才志 视觉设计：翟莉莉

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的首轮投票
将于13日举行，共有10人参与角逐。最
终胜出者不仅将成为英国执政党新领
导人，同时将成为肩负“脱欧”职责的
新一任首相。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职位的
争夺者在“脱欧”问题上分歧严重，令

“脱欧”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也令“无协
议脱欧”风险增加。

【新闻事实】
保守党 300名议员将在未来两周

举行多轮不记名投票，将候选人人数
淘汰至两人。约 16万名党员将在 22日
以邮寄选票形式从两名候选人中选出
新领导人，预计投票结果将在7月22日
开始的那一周揭晓。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年 54岁的
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是最热门
人选，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和环
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夫
是约翰逊的有力竞争者。

“脱欧”是选举的热门议题，但各

候选人分歧严重。约翰逊表示，无论有
没有协议，他都要让英国在 10月“脱
欧”。亨特说，他将努力推动与欧盟达
成新的协议，但不会排除“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戈夫表示，他对再次推
迟“脱欧”最后期限持开放态度，他认
为这好于“无协议脱欧”。

英国此次投票不仅在欧洲范围内
引发关注，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频
频就此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
早些时候访英前接受英媒采访时曾
说，他相信约翰逊将成为一位“出色的
首相”。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方面的批评
声浪。访问期间他与约翰逊通电话并
会晤亨特和戈夫。

【深度分析】
在保守党领袖的多位候选人中，

“脱欧派”优势明显，另一方面欧盟表
示不会就此前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
议进行重新谈判。两方的“硬碰硬”让

“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再度升高。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

室主任赵晨认为，此次选举中强硬脱
欧派和中庸脱欧派在保守党内的争斗
值得关注。目前，强硬脱欧派中约翰逊
的呼声很高，如果他能通过第一轮投
票，则很有希望当选新首相。由于约翰
逊认为“无协议脱欧”是英国必须有的
一个选项，因此他上台意味着欧盟将
面临一个更加强硬的对手，很可能令
原有的脱欧方案倾覆。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
室主任李靖堃则认为，无论谁当选，新
首相仍将考虑达成协议。一方面是因
为竞选策略与真正当选后的政策不一
定完全相同，当选后要考虑的因素比
竞选多，也将更务实；二是因为英国国
内有各种反对“无协议脱欧”的声音；
三是欧盟方面也不希望英国“无协议
脱欧”，也许双方会找出妥协的办法。

【即时评论】
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脱欧”僵局

悬而未决。如何“脱欧”、何时“脱欧”甚
至是否应该“脱欧”，都将成为考验特

雷莎·梅继任者的难题，而其选择将影
响到未来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
色以及今后的繁荣。

距离最后期限还有4个多月，当前
的环境下，英国要找到一个完美的首
相人选并非易事。这个人不论是谁，都
应该迎难而上，少一些政客之间的彼
此攻击，多一些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担
当。

【背景链接】
由于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

的“脱欧”协议 3 次遭议会下院否决，
“脱欧”日期延后至最迟10月31日。特
雷莎·梅被迫提前卸任首相。

特雷莎·梅6月7日辞去保守党领
导人职务后，她的继任者之争正式启
动。在新党首产生前，特雷莎·梅将继
续担任首相一职。

根据英国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
执政党内选举产生的新党魁将自动出
任首相。

新华社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府高官
和国会议员用“泼脏水”“贴标签”等污名
化的手段频频对国际事务指手画脚，处
处抹黑污蔑，种种表态充斥着谎言与谬
论。多国专家认为，对他国“污名化”的套
路已成为当前美国当局打压、霸凌其他
国家的手段，不仅会损害美国在全世界
的公信力，更是对国际社会“公序良俗”
的恶劣破坏。

俄罗斯：美国抹黑他人别有所图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

利近日声称，俄罗斯可能正在进行低当
量的核武器试验，这违反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

俄罗斯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驳斥
说，这一指责是粗暴的挑衅行为，美国试
图以此转移国际社会对美国拒绝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注意力。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此番表态纯
属“臆想”，这一说法已被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组织及美国权威专家所否认。

在俄罗斯各方专家看来，美国在军
备问题上一再“污名化”俄罗斯，是试图
通过倒打一耙达到其自身目的。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指出，美国此举
意在转移公众注意力，掩盖其破坏《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相关行为。美方之所
以指责俄罗斯进行核试验，是因为美方
意在恢复相关核试验。

俄罗斯科学院安全问题研究中心专
家康斯坦丁·布洛欣认为，俄罗斯因素很
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某些人用来影响美国
国内民众的手段，例如“通俄”等议题实
际上被用作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进而指出，美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始
终以对其他国家的施压为基础，因此需
要每过一段时间就去制造新的“敌人”。

委内瑞拉：美国以“污名化”开路粗
暴干涉内政

委内瑞拉是近期深受美国“污名化”
套路之害的又一典型。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教授、国际问题
专家弗拉基米尔·萨拉斯告诉记者，美国
通过发动舆论战、信息战，利用“污名化”
手段来打压和攻击其他国家的例子数不
胜数，委内瑞拉就是遭美国“污名化”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

萨拉斯说，美国通过对委的持续“污
名化”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达到推
翻马杜罗政府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制造国
际舆论，而美国的最终盘算是控制委内
瑞拉的石油矿产资源，击溃拉美左翼政
府联盟，实现对“后院”的完全控制，使

“门罗主义”在拉美复辟。
他说，委左翼政党执政近20年，拥有

广泛群众基础，因此美国策划的第一步
就是给马杜罗贴上“非法”标签，为下一
步的干涉行动作铺垫。在 2018年 5月举
行的总统大选中，马杜罗以明显优势连

任，但美国拒不承认大选结果。今年 1月
23日，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任“临时
总统”，却立即得到美国支持。另一方面，
美国以马杜罗政府“非法”为名不断加大
制裁，对委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甚
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叙利亚：美国“污名化”套路无休无止
叙利亚政治战略研究专家海赛姆·

哈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自叙
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就没有停
止过对叙利亚政府的“污名化”。

哈桑说，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媒体工
具散播各种污蔑叙利亚政府的谣言，在
叙国内煽动仇恨和暴力，在国际上给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贴各种负面标
签，为推翻叙利亚政权制造舆论。

他指出，为阻止叙利亚政府取得对
反对势力的军事优势，美国还一再炒作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对叙发出武力威
胁。叙利亚政府早在 2014年就将库存化
学武器运至国外销毁，这一点已得到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确认。媒体也不止一
次曝光，活跃在叙反对派控制区内的“白
头盔”组织曾导演和炮制平民遭化武袭
击的视频，用来栽赃叙利亚政府。而在

“化武袭击”事件权威调查尚无定论之
前，美国于 2017年和 2018年两次悍然对
叙发动军事打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准
则。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
政府相关监管机构简化、加快转基因
农作物及其他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审
批流程。

据白宫网站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
这项行政令中涉及的监管机构包括美
国农业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
国环境保护局，特朗普要求这些机构对
转基因农作物等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

监管和审批一定要“以科学为基础、及
时、高效、透明”。

特朗普当天是在参观美国农业大
州艾奥瓦州的一个乙醇工厂时签署这
一行政命令的。

美国对转基因农产品或动物制品
的审批过程十分漫长。据白宫公布的统
计数据，1993年至 2017年间，美国农业
部每年审批处理的农业生物技术新品
申请平均仅有5份。

10人竞逐英首相
“脱欧”走向何方

中国新一批赴黎维和部队
获得扫雷排爆资质

6月7日，在黎巴嫩南部辛尼亚
村扫雷训练场，一名中国扫雷作业
手在考核中。

经过 7 日、10 日和 11 日 3 天考
核，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
能工兵分队 11 日通过了联合国地
雷行动中心的考核，同时获得扫雷、
排爆两项资质。

此次考核由联合国地雷行动中
心派出考核组，在黎巴嫩南部辛尼亚
村的扫雷训练场围绕探雷器调试、信
号源定位、地雷挖掘、雷场救援、地雷
销毁、未爆物处理等13个课目30余
项内容，对中国扫雷、排爆官兵逐人
逐项进行全面考核评估。

经过 7 日、10 日和 11 日 3 天考
核，中国扫雷分队 60 名扫雷作业
手、6名扫雷医护人员和5名排爆手
凭借精湛的技术和规范的流程，全
部一次性通过考核。其中，中国首批
派出的3名女扫雷作业手与男官兵
一样，在考核现场身穿厚重的防护
服演示扫雷作业。她们以相同的标
准完成了所有内容，顺利通过考核
组的评估。

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考官比
拉尔在考核结束后赞扬道：“中国
扫雷部队一向出色，联合国因你
们而感到自豪。” 新华社 发

美国“污名化”他国引公愤

6月11日，在阿富汗北部萨尔普勒省，阿富汗安全部队士兵正在参与清剿行动。
阿富汗北部萨尔普勒省省长阿卜杜勒·卡德尔·阿什纳11日说，阿安全部队当

天在该省开展针对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共击毙包括塔利班“红队”头目阿卜
杜勒·巴希尔在内的16名武装分子。 新华社 发

塔利班“红队”头目被击毙

特朗普下令简化
转基因作物审批流程

据新华社电 印度内政部 12 日表
示，鉴于热带气旋“瓦尤”可能在24小时
内登陆，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计划把约
30万人撤离至安全地带。

印度内政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
说，热带气旋“瓦尤”即将在印度西部登
陆，主要对古吉拉特邦大部分地区以及
马哈拉施特拉邦部分地区产生影响。受
其影响，古吉拉特邦启动大规模撤离计

划，约 30万名居民将被紧急安置到 700
个避难所，“瓦尤”登陆地区的学校也将
关闭至14日。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鲁帕
尼12日说，撤离工作已于当天早上开始。
据印度媒体报道，此次热带气旋形成于
印度西海岸阿拉伯海海域，目前气旋中
心最大风力为每小时120公里，预计登陆
时将加强至每小时145至170公里，是近
20年来登陆印度西部的最强气旋。

印度西部30万人
紧急疏散躲避热带气旋

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厂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需开展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

厂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本次为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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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请登录（公式网址：http://www.zsshky.com/huanbao/index.html）

下载；

纸质报告书可以采取电话、电子邮箱、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系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登录（公示网址：http://www.zsshky.com/huanbao/index.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箱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88269695 电子邮箱：943713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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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至6月18日
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尊敬的幸福华庭业主：
您好！
我司拟定于2019年6月23日对本小区业主销售幸福华庭负二层车位。
按国家法律规定，小区车位优先满足业主需要，对于负二层车位目前对本小区内业主

享有优先购买权，请业主本人携带好本小区的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人身份证、中山市商
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资料，于2019年6月11日至2019年6月25日内前往销售中心进行
认购登记，如逾期未前来认购登记，视作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我司有权另行向非本小
区业主销售。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15日内视为已全部告知本小区内所有业主，业主已经知晓并认
可本公告的所有内容。

营销中心地址：中山市古镇镇同兴路101号利和广场销售中心
联系电话：0760-88399999

中山市利和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幸福华庭负二层车位销售二次公告

经营权租赁项目公告
一、受委托，对标的NO.T0051T型广告牌经营权租赁项目进行公开挂牌

招租（标的底价、竞标保证金和使用时限等信息详见网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可参与竞投本项目标的。
三、公告起止日：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6月26日。
四、受让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帝璟东方园7至12幢二层28

卡至31卡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服务窗口。联系
人：黄先生，电话：0760-88226231。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 了解该项目的详
细内容和下载相关表格。

中山市新域广告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中 山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当事人：邢燕, 性 别:女，身份证号码: 4128211981XXXXXXXX

住 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恒海路 2号碧堤湾畔碧堤东街 1幢 708 房

现 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恒海路 2号碧堤湾畔碧堤东街 1幢 708 房

经调查查明，当事人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约于 2017 年 9 月至 10 月在中山市南区悦来南路 34

号滨河湾花园 44 栋 2803 房住宅北面建设住房，44 栋 2803 房住宅套内原建筑面积 105.8 平方米，现住宅竣工

建筑面积 116.47 平方米，建设住房的位置是住宅北面平台（A1、A2）和阳台（A3），建设的住房是使用玻璃窗

和砖墙对住宅北面平台（结构连板）、阳台的外立面进行封闭，封闭外立面后 2803 房面积增加 10.67 平方米。

当事人的行为已造成了违法建设事实，该工程属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情形。认定上

述事实，有《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询问调查笔录》、规划部门《中山市建设项目监督审查意见书》（业务编

号：284022019010004）、现场照片和相关书证为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如下行政处罚：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在中山市南区悦来南路 34号滨河湾花园 44栋 2803 房住宅北面封闭住房（A1、A2、A3

原平台和阳台）外立面的玻璃窗和砖墙（图纸编号：F26ZJZ20180705）。

由于使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不拆除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拆除。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受理地址：中山市博

爱五路 68 号市司法局一楼大厅或石岐区、东区、西区与南区除外的镇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行政复议案件受

理点）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于六个月内直接向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

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 年 6月 13 日

中城执罚字［2019］第5-7号

新检修综合楼工器具采购（第二次）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新检修综合楼工器具采购（第二次）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是分公司的，须提供总公司的营业执照、授权书以及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投标人非分

公司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代表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控股和被控股关系的投标

人，只接受其中一个单位报名；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存在下述情况，且可能会影响本招标项目及招标人其他合同利益的，招标人有权不接受其

投标：
4.1与招标人涉及其他正在履行、即将履行的相关联的合同；
4.2是招标人其他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或中标人的子公司、母公司或存在相同股东等关联关系；
4.3其他可能造成招标人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形。
三 、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6月17日17:30（北京时间）前，将报名函（包括

公司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等资料（须盖章）送达
至我司报名。

招标人：中山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圃南路18号
联系人：黄女士 0760-23502900-8822 18802590831

魏先生 0760-23502900-8390 13929015808
电子邮箱：zshdzb@gdhpower.com

2019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