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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0HN00110号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琼AGE650帕
萨特车，挂牌价30000元；2、琼AGC180雅阁车，挂牌价36500
元；3、琼AGC920雅阁车，挂牌价38500元；4、琼AGC956雅
阁车，挂牌价38500元。公告期：2014年10月22日至2014年
11月4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 电
话：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75号凤凰新华文化广场5楼海
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麦先生0898-66558010、电话：李小姐
0898-66558023

海南产权交易所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 S1-1-17、S1-1-18及 S1-1-19地块控
规修改方案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的西侧
光华路路口处，总用地面积为 21405m2（约 2.14公顷）。拟修改地块用
地性质以及确定新的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14年
10月 22日至 11月 20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
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
建设局大楼一楼展厅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
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
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1-1-17、

S1-1-18及S1-1-19地块控规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城北片区B-02-08~12及C-03-01地块控规修改方案已

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北片区金海北路海桂中学东侧，
总用地面积为 33.69公顷。拟修改地块用地性质以及确定新的规划
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 天（2014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0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 http://www.qionghai.
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大楼一楼展
厅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
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
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城北片区B-02-08~12及
C-03-01地块控规修改的公示

公 告
海南百电电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因贵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高低压设备销售及其安
装合同书》（合同编号：2011—1010—1）中临时电工程，
在2014年4月1日已经竣工，但贵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义
务。望贵公司自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我公司联
系，如贵公司逾期不来洽谈，视为双方同意解除合同。

特此公告

屯昌誉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1日

法国石油巨头在俄撞机身亡
飞机撞上除雪车坠毁，出事前几小时刚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会面

俄罗斯调查人员21日启动对法国道达尔石油集团
董事会主席兼全球首席执行官马哲睿意外死亡事件的调
查，就坠机原因给出四种可能说法。调查人员正就其中
的“司机醉酒说”和“玩忽职守说”展开进一步调查。

马哲睿所乘坐的私人飞机20日晚在莫斯科伏努科
沃 3 号机场起飞时撞上除雪车坠毁，机上 4 人全部遇
难。除马哲睿外，另外3人均为来自法国的机组人员。
俄罗斯调查人员说，飞机与除雪车相撞后，最终在跑道
上起火坠毁。

马哲睿遇难后，俄罗斯调查人员随
即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并给出四种可
能说法，包括除雪车司机醉酒导致操作
不当、机场官员玩忽职守、天气条件较差
能见度较低以及飞机驾驶员操作失误。

调查人员初步认定“醉酒说”为坠机

原因，拘留了除雪车司机并对他展开询
问。同时，空管人员和目击者也受到问询。

俄罗斯负责调查严重事故的调查委
员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已查明，除雪车
司机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除雪车司机
在这起事件中没有受伤。

不过，除雪车司机的辩护律师亚历
山大·卡拉巴诺夫否认上述说法，称自己
的客户有心脏病，滴酒不沾。他说：“我
的客户患有慢性心脏病，从不喝酒。他
的亲属和医生都能证实这一点。事件发
生时，他处于清醒状态。”

卡拉巴诺夫暗示除雪车司机是“替
罪羊”。“我们不想看到，事故责任被嫁祸
给一名普通人，”他说。

初步认定原因是除雪车“司机醉酒”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21日晚些时候
再次发表声明，称坠机原因为“机场高级
官员玩忽职守”。

声明中写道：“这场悲剧并不是环境
因素造成……而是由机场高级官员玩忽

职守造成。”调查人员说，这些官员未能
确保机场工作人员尽忠职守，最终酿成
惨剧，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调查委员会发言人弗拉基米尔·马
尔金警告，伏努科沃3号机场一些官员

可能被停职。他说：“调查人员将很快采
取行动，把一些官员调离工作岗位。这
些官员涉嫌妨碍调查。”

马尔金同时提及除雪车司机并公布
其姓名为弗拉基米尔·马丁年科。他说：

“虽然第一个嫌疑人已经出现，但很显
然，事件直接相关者背后是机场高级管
理层的玩忽职守。”

调查称机场高官玩忽职守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1日
向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发电报，就
马哲睿遇难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俄罗斯
的“真朋友”。

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电报内容，
普京写道：“请向马哲睿的家属和朋友转
达我最真诚的哀悼和同情。他是杰出的
法国商界领袖，是俄法两国诸多重大合

作计划的先锋，为两国多年来能源领域
富有成果的合作奠定基础。”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说，普京和马哲睿很早以前就相
识，两人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他
说：“普京总统高度赞赏马哲睿的商
界才华和他为俄法双边关系发展作
出的持续努力。”

马哲睿现年63岁，从2010年起任
道达尔董事会主席兼全球首席执行官，
是全球石油行业重量级人物。

马哲睿一直反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实施经济制裁，称孤立俄罗斯将有损全
球经济。他经常往返于俄法之间，最近
还同欧美“制裁名单”中的一名俄罗斯人
在巴黎共同进餐。俄罗斯《导报》报道，
出事前几小时，马哲睿刚与俄罗斯总理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会面。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普京称其为俄罗斯的“真朋友”
这是 2014 年

1 月 25 日在瑞士
达沃斯拍摄的法国
道达尔石油集团首
席执行官（CEO）
马哲睿的资料照
片 。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0月21日电（记者张川
石）据南非华人警民中心21日通报，南非约翰内
斯堡20日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一名华人男子
不幸身亡。

据悉，案发于当地时间20日中午时分，被害
人在约翰内斯堡亚历山大地区遭黑人歹徒枪击，
当场身亡。目前，亚历山大地区警方正在对此案
进行调查，尚不清楚匪徒杀人的真实动机。

据了解，死者现年48岁，已婚，原籍中国广东
省佛山市。

接到报案后，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和南
非华人警民中心工作人员已经同死者在南非的家
属取得联系，协助安排善后事宜。

南非目前约有50万华人，是非洲地区华人最
多的国家。今年以来南非治安形势严峻，已发生
多起针对华侨华人的恶性案件，造成数十名华侨
华人死伤。

一华人男子
在南非遇害

到一地旅游，碰上景点关闭让人恼火又无
奈。明年去巴黎旅游的人们有福了。法国文化部
在2015年财政预算中宣布，为接待更多游客，卢
浮宫、奥尔赛博物馆和凡尔赛宫这三处著名景点
明年将“一周无休”。

上述三处景点都是游客必去之地，目前每周
关闭一天，其中卢浮宫周二关闭，奥尔赛博物馆和
凡尔赛宫周一关闭。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巴黎三大景点
明年“一周全开”

新华社墨尔本10月 21日电 （记者徐俨俨
宋聃）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上图）当地时间
21日凌晨去世，享年98岁。他曾领导澳大利亚于
1972年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成为首位访华
的澳大利亚总理。

惠特拉姆家人当天早晨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
消息。澳总理阿博特下令所有公共场合降半旗志
哀。阿博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惠特拉姆是“他那个
时代的伟人，激励一大批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他
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中国现在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持久
的遗产”。

惠特拉姆于1972年出任澳大利亚第21任总
理，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对澳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
改革，例如推动承认土著人土地权利、废除“白澳
政策”等。他在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曾11
次访华，被澳各界尊为“澳中建交之父”。

1975年，因与反对党陷入政治僵局，惠特拉姆
被时任澳总督约翰·克尔撤销职务，并在随后举行的
大选中失败。不久后，他便离开了政治舞台。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 （记
者林小春）由于两名护士在照顾埃博拉
患者时感染病毒，美国卫生部门20日
升级埃博拉防护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
点是要求穿上防护服后不能裸露皮肤，
并不再建议使用护目镜。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天发
布个人防护设备最新指南。该中心在
一份情况说明中说，新指南参考了无国
界医生组织的标准，并结合美国埃默里
大学医院和内布拉斯加医疗中心的经
验，以确保相关感染控制程序“没有歧
义”。新指南规定医护人员必须穿着覆
盖全身的防护服，并且只能在这两家机
构使用的两套防护服中选择其一。

新指南建议，医护人员戴两层手
套；使用防水鞋套，其高度至少到小腿
中部；使用可防液体渗透的一次性外层
长袍，其长度要达到至少小腿中部或覆
盖全身，且不使用集成头罩；使用达到
N95标准的口罩或动力过滤式呼吸器；
使用覆盖全脸的一次性抛弃式面罩；使
用外科头罩，确保完全覆盖头颈部；如
果病人呕吐或腹泻，应使用可覆盖到小
腿中部位置的防水围裙。

新指南不再推荐使用护目镜，因为
它们无法覆盖保护整个脸部，效果不如
一次性的抛弃式全脸面罩。此外，护目
镜在长时间使用后还可能会起雾，可能
导致医务人员戴着被污染的手套去触

碰它。
新指南还有另外两个重点内容，一

是培训。新指南要求，医护人员照顾埃
博拉患者之前，先要经过多次严格训
练，确保能够正确使用防护服。二是监
督。每名医护人员使用防护服的过程
中，必须有一名受过培训的人员现场监
督，一旦发现错误可立即纠正。

新指南也提出其他一些要求，比如
快速鉴定潜在患者、限制隔离病房的人
员数量以及有效清理环境等。新指南
规定，一旦发现有人存在感染埃博拉的
可能性，立即将此人隔离在一个配备卫
生间的独立房间里，没有穿合适防护服
的医护人员不得与其有身体接触。

美国升级埃博拉防护标准

穿防护服后不能裸露皮肤

新华社布鲁塞尔 10 月 20 日电
（记者张晓茹）欧洲药品管理局20日
说，鼓励药物研发机构开发针对埃博拉
病毒的药物或疫苗，并可申请“孤儿药”
认定。

欧洲药品管理局说，针对埃博拉病
毒的“孤儿药”认定将得到优先受理，且
该机构将加快对此类药物的评估流
程。“孤儿药”是指用于预防、诊断和治
疗罕见病的药物。在欧盟范围内，药物
获得“孤儿药”认定有很多好处，其中包
括费用减免、批准后可享受长达十年的
市场独占保护等。

欧洲药品管理局还建议，埃博拉药
物研发机构在向其提交“孤儿药”认定
申请时，可同时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提交申请，以加快这类药物在全球范
围内的研发流程。

按照欧盟规定，如果药物被用于预
防或治疗的患者人数占总人口万分之
五以内，则可申请“孤儿药”认定，治疗
埃博拉的药物符合这一规定。

此外，欧洲药品管理局还组织了一
批在疫苗、传染病和临床试验设计方面
的专家，可为应对埃博拉疫情提供支
持，并可为药物研发机构提供建议。

欧盟将为埃博拉药物
申请“孤儿药”认定

美国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20
日宣布，一名埃博拉患者已康复出院。

该医院当天宣布，9月9日到医院
接受治疗的一名埃博拉患者体内的病
毒已经消失，并于19日出院，他对公众
健康已无威胁。声明说：“这名患者一
直要求匿名，现已离开医院前往一个未

知地点。”
此前曾有报道说，这名患者是世

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医生，在塞拉利昂
工作期间感染埃博拉病毒，后被送回
美国治疗。

同一天，一名在非洲感染埃博拉病
毒的挪威妇女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康复

出院。
该名妇女是支援塞拉利昂的无国

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医生，10月5日开始
发烧并被隔离，随后被确诊感染埃博拉
病毒，6日被护送飞抵奥斯陆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

（综合新华社电）

欧美两名埃博拉患者康复出院

“澳中建交之父”

澳前总理惠特拉姆逝世

10月21日，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中右）、英国财政部
官员利德索姆（中左）出席挂牌仪式。

英国政府发行的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21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中国
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挂牌仪式上表示，此次发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表明人民币国际
化在英国迈出坚实步伐。 新华社记者 吴心韬 摄

英国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
在伦交所挂牌

10月20日，在美国纽约，工作人员演示如何使用“苹果支付”移动支付服务。
“苹果支付”移动支付服务当日在美国开通，目前已有500家银行、超过22万家

零售商支持“苹果支付”。“苹果支付”指的是利用近场通信技术（NFC），用苹果智能
手机实现免接触支付。 新华社/法新

美国消费可以刷“苹果”

新华社曼谷10月21日电（记者常天童 张
春晓）据泰国媒体21日报道，泰国前总理英拉已
于19日晚携儿子乘飞机前往日本，并计划在日本
与兄长他信见面，然后一同前往印度。泰国总理
巴育说，英拉此行是经过批准的。

泰国媒体援引与英拉关系密切人士的消息
报道说，英拉计划在日本逗留3到5天。除了与
她的哥哥、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他信见面外，英拉
还计划与儿子去迪斯尼游玩。随后，英拉与他
信将乘私人飞机前往印度参加一个宗教祈福仪
式，数名泰国前执政党为泰党成员也将前往印
度一同参加祈福仪式。但媒体没有报道英拉计
划何时返回泰国。

巴育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英拉事先已向
“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报备，获得批准后才
动身出国。关于英拉及为泰党成员将与他信会面
一事，巴育表示，这是公民自由，他不会干预，也不
担心。

英拉赴日本
拟与他信见面

10月20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郊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色列医务人
员为刚刚从开罗抵达的旅客测量体温。

新华社发（吉尔·科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