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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ÀÁ$广州市穗芳
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w� ¡��¢£

.东方市三家镇岭村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已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建设规模为
907.85公顷，计划工期为：270日历天。��¢£$详见施工图，施工
内容实行施工总承包。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水利水电专业注册二级建造师
（含）以上资质，技术负责人具备水利中级或以上职称。��©�ª

«"VIXÀÁÂÃ)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01月 30日
8：30至2012年02月03日17：30（工作日内，下同），登陆电子招
投标系统（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开户银
行：建设银行海口国兴大道支行；户名：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帐号：46001002537052501542）本次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网站、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和东方市政务服务中
心网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³´+$陈先生电话：66518765
详情请登陆：http：//www.hizw.gov.cn/招投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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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ÀÁ$广州市穗芳
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w� ¡��¢£$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已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建设规模为
747.90公顷，计划工期为：270日历天。��¢£$详见施工图，施工
内容实行施工总承包。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水利水电专业注册二级建造师
（含）以上资质，技术负责人具备水利中级或以上职称。��©�ª

«"VIXÀÁÂÃ)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01月 30日
8：30至2012年02月03日17：30（工作日内，下同），登陆电子招
投标系统（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开户银
行：建设银行海口国兴大道支行；户名：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帐号：46001002537052501542）本次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网站、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和东方市政务服务中
心网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³´+$陈先生电话：66518765
详情请登陆：http：//www.hizw.gov.cn/招投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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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理新闻秘书托尼!霍奇
斯 !"日晚去职" 原因是他泄漏总理朱
莉娅!吉拉德与反对党联盟领导人托
尼!阿博特一同出席一场活动的消息"

促使原住民因不满阿博特言论而围堵
活动现场"令吉拉德慌忙#撤离$%

=MNOPQIRS

吉拉德办公室 !#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霍奇斯已去职% 他承认"外传吉拉德
与阿博特一同在首都堪培拉联邦议会
大厦附近酒店出席活动的消息%

声明说"&总理新闻团队一名员工确
实打电话给另一人" 透露反对派领导人
也在这家酒店的消息$"这条消息最终传
递给在附近参与示威的一名原住民%

按声明的说法"霍奇斯作出&错误
判断$%

吉拉德和阿博特 !$日下午一道出
席活动"嘉奖救灾人员% 其间"大约 %&

名原先在酒店附近示威的原住民向酒
店围拢并高喊口号% 保镖和警方人员护
送下"吉拉德和阿博特离开会场"乘车
而去%

&撤离$过程中"吉拉德步履蹒跚"

慌乱中走丢一只鞋%

吉拉德 !#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说'&霍奇斯这样做纯属个人行为"没有
得到许可% 显而易见"在我看来"这种做
法无法容忍% $

但她强调" 霍奇斯是个 &不错的
人$"&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并付出沉痛
代价% $

TUVWXYZ[\]^

原住民之所以围堵活动现场"是因
为不满阿博特先前一番表态%

媒体报道"阿博特曾暗示"酒店附
近的&原住民帐篷使馆$应该&挪地方$%

&帐篷使馆$的历史可追溯至 '("!

年%当时")名原住民在议会大厦门前草
坪上&安营扎寨$"试图以行动强化公众
对原住民历史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认
识" 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原住民政治认
可% 一些原住民 !*日在酒店附近庆祝
&帐篷使馆$成立 )+周年%

阿博特对遭示威者围堵表达愤怒"

称自己没有发表过激怒原住民的言论%

&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也没有那

么想过% $他要求吉拉德公开澄清事件
始末"称其中出现&严重安保漏洞$%

J_`abcdefgh[\

一些团体谴责示威者行为过激%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公正
委员会成员米克(古达说"示威者对总理
的不尊敬举动令人羞耻% &我们需要承认
澳大利亚一些原住民聚居区经受的失落
和伤害"但决不允许这样过激)不敬的行
为*$原住民领袖沃伦!马戴恩认为"肇事者
应当受到起诉* &没有任何人"更不要说一
个国家的总理"应该受到这种对待* $

吉拉德 !"日说" 她不反对和平示
威"但&绝对谴责暴力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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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9:"土耳其统计局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年 ,!月 -,日"土耳其人
口已超过 ")"!万" 比一年前增长 ,.-/!"人
口年增逾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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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日在日内瓦表
示"!&,!年该组织将在 !/ 个国家开展人道
主义行动"需国际社会提供 ,!.#亿美元的财
政支持*

联合国儿基会当天在日内瓦发布了
+!&,!年全球儿童人道主义行动报告,*该组
织副主任丽玛(萨拉赫说"在政治动荡-武装
冲突和自然灾害中" 妇女和儿童都是最容易
受伤害的群体" 全球有数百万儿童长期处于
危机状况之中% 但令人遗憾的是" 国际社会
经常将关注目光投向一个地区" 却忽视了其
他同样需要帮助的地区%

萨拉赫还说"!&,,年" 联合国儿基会在
非洲之角地区采取了紧急人道主义干预措
施" 成功挽救了数十万受饥饿威胁的妇女和
儿童的生命% 而在非洲萨赫勒地区" 儿童面
临着粮食危机.刚果/金0-乍得和中非共和国
的妇女和儿童同样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人道
主义援助*

联合国儿基会表示" 加强应对人道主义
危机的准备- 提高各国抵御人道主义危机的
能力" 是有效减少人道主义危机所致死亡和
伤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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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 俄罗斯总理弗拉基
米尔(普京 !"日出席列宁格勒保卫战
*#周年纪念活动时说"自己有一个素未
谋面的哥哥" 在德国军队围城期间丧
生"时年仅两岁*

列宁格勒如今更名圣彼得堡*普京
在这里的一处墓园告诉媒体记者"他的
哥哥于 ,()&年生于列宁格勒* 列宁格
勒保卫战期间" 城内粮食供应一度中
断" 普京的哥哥和当时其他孩子一样"

被送至政府机构照顾"但不幸病逝*

#他们/政府0为救他而把他带走"

但不幸的是他病了"可能是白喉"还是
离开了人世"$ 普京说"#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未曾谋面的哥哥被葬于何处* $

普京生于 ,(/&年"此前"他的哥哥
并不为人熟知*

历史爱好者随后查阅档案"发现普
京胞兄名为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
普京" 恰巧葬于普京当天参观的墓园*

在这处墓园" 长眠着 )!万名第二次世
界大战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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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 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
说"他至今认为"美军特种部队击毙乌萨马(本(
拉丹以前"某些巴基斯坦官员知道这名#基地$

组织头目的藏身处*

在定于当地时间 !#日由美国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播出的电视专访中"帕内塔解释道"情报
显示" 巴基斯坦军用直升机曾经飞越位于西北
城镇阿伯塔巴德的本(拉丹藏身住所*

#我个人一直有一种感觉"某些人对那处院
落内的状况应该有所察觉"$ 他说"#别忘了"它
墙高 /米多11在那一区域是最大院落* $

按他的说法" 这种担心是美方没有事先向
巴方通报突袭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军特种部队去年 /月 !日突入阿伯塔巴
德"击毙本(拉丹"在他住所起获大量资料*

不过"帕内塔承认"他没有&确凿证据$指认
巴方知道本(拉丹藏身地*

美国 !&&,年遭遇&((,,$恐怖袭击后与巴
方合作反恐*美方突袭击毙本(拉丹的行动令美
巴军事合作陷入僵局"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不通
情报$"两军情报部门嫌隙加深*

泰国 把大象性器官当“生鱼片”卖L��IJ 泰国
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官员
!#日说"一些盗猎者偷
猎大象"把象鼻-性器官
和象肉卖给餐馆"供人食用*

管理部门主管丹龙(披德告诉美联
社记者" 泰国西部一座国家公园内两头
大象上月遭杀害"&盗猎者取走大象的雄
性性器官和鼻子11供人食用$* 他说"

一些象肉没经烹饪便被食用"就像是&大
象生鱼片$*丹龙说"南部旅游胜地普吉

岛一些餐馆可点到象肉" 不清楚食客
是否是外国人*

普吉岛当局官员特里(阿拉德查否
认这一说法*他告诉泰国媒体"从未听说
当地有类似餐馆"已下令调查*

泰国禁止猎杀大象" 走私或持有遭
猎杀动物器官同样违法*而且"食用象肉

在泰国不常见" 盗猎者通常猎杀成年大
象"取走象牙*

动物保护机构&亚洲象之友$创始人
索赖达(萨瓦拉说" 一对长足象牙可卖
,&& 万至 !&& 万泰铢 /约合 -.,* 万至
*.--万美元0"而雄性大象的性器官估计
黑市价格超过 -万泰铢/(/&美元0*

&只有一小部分人喜欢
食用象肉"$ 萨瓦拉说"&不
过"只要有这种需求"盗猎
者会难以拒绝赚这笔钱* $

丹龙认为" 象肉市场可能会导致更
多大象遭杀害"&形势已接近危机* 我们
容忍这类残忍行为的时间越长" 大象就
越早灭绝$*

泰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局的数据显
示"泰国现有不超过 -&&&头野生象和大
约 )&&&头驯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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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 意大利游轮 &科斯塔(康科迪
亚$号运营商歌诗达公司 !"日宣布"赔偿每名身
体未受伤的生还者 ,.,万欧元/约合 ,.)万美元0*

科斯塔/又译&歌诗达$0游轮公司说"赔偿
款将支付未受伤乘客的行李丢失和所受精神损
失*另外"企业还将全额偿还乘客交纳的登船成
本- 游轮搁浅后的返程旅行费用以及因搁浅引
起的医疗支出*

美联社报道" 这家运营商与宣称代表事发
时 -!&*名乘客的意大利消费者团体协商后"做
出赔偿决定* 运营商最新公布的赔偿方案现不
适用游轮上大约 ,&&&名船员"也不适用身体受
伤乘客和遇难者家属*一些乘客表示"不会接受
赔偿方案"或将提起诉讼"因为游轮惨剧给他们
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科斯塔(康科迪亚$号本月 ,-日在意大利
吉利奥岛附近浅水海域搁浅* 搜救人员迄今发
现 ,*具遗体" 其中 ,-人身份得以确认" 另外
,*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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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 以色列北部港市海法一名 ,

岁男婴在自家房间遭遇一条蛇*令人意外的是"

孩子竟咬掉蛇头"&取胜告终$*

男婴名叫伊马德(卡迪尔"!*日上午在房
间遭遇一条体长 -/厘米的蛇*当卡迪尔的母亲
发现时"他已经咬断蛇头"正咀嚼蛇身* 母亲一
声尖叫" 引来邻居埃利(科亨* 科亨冲入房间"

一把夺下卡迪尔手中剩余蛇身*

科亨告诉新消息报记者'&我猜想" 孩子出
于天性把蛇放入口中* 幸运的是"这条蛇没毒"

否则结局可能是个悲剧* $

卡迪尔在当天事件中没有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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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 已故美国流行歌王
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医生康拉德(默
里 !"日提出保释申请" 请求法院受理
上诉申请期间让他回家*

默里在一份文件中说" 他应当以交
纳保释金或者佩戴电子监控设备的方式
获得保释"理由是他对社会不构成威胁"

不会逃跑"将试图找工作抚养 "个子女*

洛杉矶高等法院 ,,月初裁定"默
里给杰克逊注射过量麻醉剂异丙酚致
死"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当月底判处他
)年监禁*

法院定于 !月 !)日举行听证会"

审议默里的保释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