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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莉：

本院受理上诉人赵宏亮与被上诉人杨正莉、贵州宏飞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宏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顺

分公司、贵州林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黔04民终609号案件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19年7月9日上午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中心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安顺经开区棚户区改造各被征收对象：
开发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星火安置房1—5号楼、堰

塘安置房已达到入住条件，为便于被征收户及时使用，现
定于2019年4月26日起集中办理相关入住手续，现将相
关办理事宜通知如下：

一、办公地点
1、星火安置房：开发区星火路星火安置房售楼部
2、堰塘安置房：堰塘安置房3号楼

二、交房需提供资料：身份证原件、安置协议原件。
三、联系人：邹 燕：13765376858

李嘉围：18885040387
四、过渡费发放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请安置对象

互为转告。
恭祝您乔迁之喜！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
2019年4月26日

《安顺盘龙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镇宁县丁旗镇大营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第4号)和《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
境部公告 2018年第48号)的规定及要求，现将《安顺盘龙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镇
宁县丁旗镇大营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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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tCpEo438sn9NRHcyP-bdQ
提取码：mt57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⑴建设单位：安顺盘龙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丁旗镇比工村
联系人及电话：朱帆 17718030888
电子邮箱：489599432 @qq.com
⑵环评中介服务机构：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科技园
联系人及电话：周主任 0851－83635725
电子邮箱：1179839683@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大营煤矿所在地及周边的个人与社会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tCpEo438sn9NRHcyP-bdQ
提取码：mt57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邮箱：489599432 @qq.com
2、邮寄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丁旗镇比工村大营煤矿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4月29日至2019年5月7日

安顺盘龙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安顺盘龙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镇宁县丁旗镇大营煤矿（兼并重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安置房交房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黔04民终609号

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油价
近期出现暴涨暴跌。由于美国计划全
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国际油价出现
大涨；但随后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
电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要求降
价，国际油价又出现暴跌。分析人士
预计，由于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
国际油价近期或将持续出现大幅
震荡。

美国白宫22日发布声明说，美国
政府此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
朗石油的制裁豁免在今年5月初到期
后将不再延续。这一消息导致国际油

价当天暴涨。
截至22日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

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7美元，收于每桶65.7美元，涨幅为
2.66%。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
货价格上涨2.07美元，收于每桶74.04
美元，涨幅为2.88%。

美国去年11月重启对伊朗能源和
金融等领域制裁，但为稳定国际原油市
场供应，美国当时给予印度、土耳其等8
个伊朗原油进口国家和地区暂时性制
裁豁免。伊朗4月日均原油出口量超百
万桶，美国强化对伊制裁的决定令市场

担忧国际市场原油供应不足。
此外，俄罗斯输往欧洲多国的原

油日前出现质量问题，波兰、德国和捷
克25日暂停从俄罗斯德鲁日巴输油管
道进口原油，这一突发事件也进一步
推动油价上涨。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致信
欧佩克要求降价的意外举动打断了油
价上涨势头。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也引
发市场累积的获利回吐压力释放，导
致国际油价26日出现暴跌。

截至26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6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91美元，收于每桶63.30美元，跌幅
为2.93%。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72.15美元，跌幅为2.96%。

对于下一步油价走势，美国投资
银行高盛的分析报告认为，美国禁止
伊朗石油出口会导致油价上涨。而欧
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将在
今年6月决定是否把原定为期半年的
减产协议延长至下半年，如果欧佩克
和俄罗斯在6月后开始增产则将导致
油价下跌，因此今后几个月国际油价
波动性或将加大。

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国际油价大涨大跌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新华社北京4月 28日电 28日中
午，意大利总理孔特来到中国国家博物
馆，参观在此举办的“归来--意大利返还
中国流失文物展”。

西汉彩绘茧形陶壶、西汉彩绘陶俑、
唐代彩绘陶骆驼……孔特驻足观赏一件

件精美的文物艺术品，并不时就感兴趣的
问题询问展览策展人。孔特表示，中意两
国在源远流长的经贸、文化等交流中形成
了亲密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也
促成了此次文物返还的实现。文化遗产是
宝贵的财富，中意两国要进一步加强文化

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精神和心灵上的相通。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

“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
于4月2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
出了此前意大利返还中国的700余件文
物艺术品。

新华社阿布
贾 4 月 28 日电
中国驻拉各斯总
领馆 28 日向记
者证实，经多方
努力，日前在尼
日利亚南部埃邦
伊州遭不明身份
武装人员绑架的
两名中国工人已
安全获救。

中国驻拉各
斯代总领事管仲
奇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两名中国
工人 24 日下午
在埃邦伊州一个
公路项目施工现
场遭绑架。获知
案情后，总领馆
立刻启动应急预
案，指导企业妥
善应对，同时向
尼警方核实案情
并敦促其尽快采
取行动，平安解
救中方人员。

管仲奇说，
在尼警方强大压
力下，绑匪最终
同意释放人质。
目前两名中国工
人已平安返回公
司营地，总领馆
已向获释工人进
行了慰问。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
网站同时发布安全提示说，
今年以来针对中国公民的
绑架案件数量远高于去年
同期，总领馆再次请领区中
资机构即刻做好所在地安
全风险重新评估，认真检查
自身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
况，确保中方员工人身安全
和项目平稳推进。如遇突
发情况，及时联系驻拉各斯
总领馆。

新华社加拉加斯 4 月 27 日电
委内瑞拉政府27日宣布，已完成退出
美洲国家组织的所有规定程序，从即
日起彻底脱离这个“屈从于美国利
益”的地区组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在个
人推特账户上表示，美洲国家组织是
一个不遵守民主原则和国际法的干
涉性组织，是美国政府的“殖民部
门”。委内瑞拉不会成为任何帝国的
殖民地，因此“我们和美洲国家组织
说再见，并且永远不会回来”。

当天上午，上万名委内瑞拉政府
的支持者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大型
游行活动，庆祝国家正式退出美洲国
家组织。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在游行
活动讲话中说，委内瑞拉按照人民的
意愿彻底离开了美洲国家组织。阿
雷亚萨指责美国对委实施经济封锁，
阻止委政府购买药品、食品和其他必
需品，并公开将美洲国家组织作为对
委发动政变的平台。他呼吁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并继续推
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应对“帝国主
义威胁”。

今年1月23日，委内瑞拉反对派
成员、议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

“临时总统”，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美
国和一些拉美国家随即对他表示支
持。为逼迫马杜罗下台，美方不断通
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施压。委政
府多次谴责美方制裁。

4月9日，美洲国家组织任命委反
对派指定的古斯塔沃·塔雷为委方代
表。委政府指责该做法违反国际法
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并强调塔雷
在该组织内的任何行为都是无效的。

美洲国家组织是美洲的区域性
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由于美
洲国家组织近年来频繁干涉委内瑞
拉内政，在多次抗议该组织“完全屈
从于美国利益”无果后，委政府于
2017年4月27日正式启动退出该组
织的程序。根据相关规定，完全退出
该组织的程序需要24个月。

委内瑞拉正式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新华社科伦坡4月28日电 斯
里兰卡总统办公室27日晚发布声明
说，总统西里塞纳宣布取缔“全国认
主学大会组织”和“易卜拉欣信仰大
会组织”两个当地极端组织。

声明说，“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
和“易卜拉欣信仰大会组织”涉嫌组
织策划本月21日斯里兰卡境内发生
的系列爆炸袭击。根据日前议会通
过的全国紧急状态条例，西里塞纳宣
布这两个组织为非法组织。

声明还说，斯里兰卡政府将没收
这两个组织所有财产，禁止这两个组
织开展活动。根据全国紧急状态条

例，斯里兰卡政府还将逐步取缔境内
其他极端组织。

斯里兰卡21日发生8起爆炸，地
点涉及全国范围内的多座教堂和高
档酒店等，造成250余人死亡、500余
人受伤。西里塞纳宣布从23日起进
入全国紧急状态。

西里塞纳26日说，根据所获得的
报告，袭击主谋、“全国认主学大会组
织”头目穆罕默德·扎赫兰已在袭击
中身亡。斯里兰卡政府发现了约140
名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嫌
疑人，目前已逮捕70余人，正在追捕
其余嫌疑人。

斯里兰卡总统宣布
取缔两个当地极端组织

新华社马德里4月28日电 西
班牙第 14 次议会选举 28 日上午 9
时开始投票，超过3689万选民将选
出 350 位众议员和 208 位参议员。
众议院获得绝对多数的党派或政
党联盟将负责推选新一届政府
首相。

投票将于当天20时结束，初步结
果稍后揭晓。

西班牙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本
次大选中，全国共设立超过2万个投
票点，准备了21.2万个票箱。全国约
9.2万武装力量和安全机构人员等保

障选举顺利进行。
此次选举是西班牙近几十年来

首次出现5个主要政党竞争的局面。
5个政党包括：执政的中左翼政党工
人社会党、中右翼的人民党、自由主
义的公民党、左翼的“我们能”党和极
右翼的“呼声”运动。

这是西班牙1975年民主过渡以
来的第14次议会选举。最新民调显
示，预计不会有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
得绝对多数，执政的工人社会党或将
获得相对多数选票，但需要联合其他
党派才能执政。

西班牙议会选举开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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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理孔特参观
“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

布鲁塞尔举办科技节
4月2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名观众在布鲁塞尔科技节上体验太空失重环境。
为期3天的“2019布鲁塞尔科技节”2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50余家科研机构和高校亮相本次科技节，为观众带来

多种互动体验活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