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众议院30日通过反恐法修
订案，规定本国公民前往恐怖热点地区属
犯罪行为，嫌疑人最高面临10年监禁。

修订案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
进入有恐怖组织从事“敌对活动”的地区
将构成犯罪。从这类热点地区返回澳大
利亚，也可能会被认定为从事涉恐活动。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30日
在议会上说：“反恐法案获议会通过，意
味着更容易起诉那些已经在海外同恐

怖组织协同作战的澳
大利亚人、更容易监视这里
的潜在恐怖分子、更容易起诉那些
鼓动加入恐怖组织的人。”

联合国9月呼吁所有国家立法，规
定本国公民出境同武装人员协同作战
或招募和资助他人为恐怖组织效力为
严重犯罪行为。

安全分析人士说，有数千名外国武装
人员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效力。澳
大利亚政府这一举措旨在阻

止澳籍武装人员前往这类地区。
阿博特说，至少70名澳大利亚人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大约20人已经回
国。国内还有大约100人为那些已经抵
达中东的澳籍圣战主义者提供支持。

“对付回国武装人员的最佳方法是
首先阻止他们出国，”他说，“为了组织
恐怖分子或潜在恐怖分子出境，当局吊

销大约70名澳大利亚人的护照。”
澳大利亚近来对极端分子和从中

东地区回国的武装人员保持高度警戒，
9月将恐怖警戒级别提升至高级。情报
部门先前截获的情报显示，极端人员可
能在澳发动斩首民众和袭击政府机构
等恐怖袭击。警方在悉尼和布里斯班
展开大规模搜捕，拘留十多人，对其中
两人提出涉恐和武器罪名指控。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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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约旦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
议磋商以色列定居点新建住宅计划。巴勒斯坦常
驻联合国代表里亚德·曼苏尔29日敦促，安理会
应施压以色列即刻终止“非法”行为。

以色列政府27日批准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
人定居点修建1060套新住宅。巴勒斯坦常驻联
合国代表曼苏尔29日在安理会会议上说：“必须
要求以色列立即彻底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的非法住宅建造活动。”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罗恩·普罗索尔反驳，
称以色列新住宅修建计划“不违法”，以方会继续
在犹太人定居点新建更多住宅。

当天会议未能达成决议，安理会也未能发表
声明谴责以色列，但美国和英国等均反对以色列
新建住宅计划。法国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也要
求以色列“冻结”住宅修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以色列最新住宅
修建计划令人担忧，让人“严重怀疑”以色列致力
于取得长久和平的诚意。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安理会召开紧急磋商会议

多国反对以色列
犹太人定居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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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
地面防务亮相珠海航展
兵工股打响防守反击战

钛行业拐点已现 看好高端钛材两大先锋

北方导航停牌让兵器集团显山露水
旗下公司重组预期火速升温 (D03）

(D04）
芳纶军用比例提升 泰和新材成长新添军工动力 (D05）
近期券商调研信息一览 (S01）

一、建设单位：海南省邮政公司。二、项目名称：海口邮件处理中

心。三、计划造价：4500万元。四、选聘内容：选聘项目工程招标代理

机构1家。五、选聘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甲级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师或以上称职。六、
报名时间：2014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4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七、报名地点：海口市南海大道 236号海南省邮

政公司企业发展与科技部 301室。八、携带如下证件报名：法定代表

人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受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项目负责人证书及身份证、省外单位还须提

供备案手册。以上报名资料验原件收盖公章复印件（身份证原件须

通过专用仪器真伪测定）。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68609198
海南省邮政公司
2014年10月31日

招标代理机构选聘报名公告公 告
就海口市灵山镇 42653.48平方米和 60397.36平方米、长流镇

84001.93平方米和 77459.4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事宜，我局分别于 2014年 9月 29日在《海南日报》B09版刊登了
(2014)第24号和2014年9月30日在《海南日报》B12版刊登了(2014)
第25号挂牌出让公告。因有关原因，于2014年9月28日在《海南日
报》B03版刊登公告中止上述四地块的挂牌出让工作。现中止原因已
解决，继续恢复对上述四地块的挂牌出让工作，原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竞买人资格、挂牌时间做如下调整：

1、两公告竞买人资格“竞买人应为世界五百强企业”调整为“竞
买人或其控股母公司应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以2014《财富》世界500
强公布为准”。

2、两公告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14年 11月 5日上午 10时整
（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14年11月7日下午16时整（北
京时间）。

同时更正《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2014年）
第24号]第12页地点“海口市灵山镇12#地块”为“海口市灵山镇A-
08地块”。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10月31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9号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14）美执字第750号尹瑞鹏与
李亚民公正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司对以下标的物
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四东路26-1号伟达雅郡2、3号（逸雅轩、尚雅
轩）2﹟1804号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16077号），建
筑面积221.36平方米，参考价：12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现将
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8日上午
10:0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听涛居15A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
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1月17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11月13日17:00
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 ；开 户 银 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海 口 分 行 ；银 行 账 号 ：
34010155260000167；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69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
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13519842717 0898- 68598868 传真：0898-68539913；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三亚市妙林田洋月川安置区室外工程项目。二、招标

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1、工程概况：本项目道路
总长1776m，其中：1区道路长1084m；2区道路长691m。新建室外给
水管DN25~DN150PP-R管长5200m，雨水管道DN100~DNHDPE管
长4630m，污水管道DN100~DN300HDPE管长5490m，雨水检查井
68座，污水检查井130座，6米高单臂路灯85个。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工程、给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等；2、招标控制价：
8635362.07元（最终造价以审计部门审定结果为准）；3、建设地点：月川

新城妙林田洋片区内；4、工期要求：180日历天；5、招标范围：工程施工
（按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内容)；6、标段划分：设一个标
段。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的国
内企业。项目经理要求：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且在注册有效期内，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五、该项目
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发售招标文件，投标报名时间：2014年10月29日
至11月4日。六、招标单位：张先生0898-88239320；代理单位：邱工
13518098516。七、详细内容请登陆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tb.sanya.gov.cn/）查询。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31日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9日电（记者林小春）
在给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的运载火箭爆炸事故发
生一天后，美国轨道科学公司总裁戴维·汤普森
29日说，希望最快用一周左右的时间“锁定”火箭
爆炸的可能原因。他同时透露，一年前该公司就
在考虑更换火箭使用的AJ－26发动机。

汤普森当天在针对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说，
“安塔瑞斯”号运载火箭在升空15秒后而非此前
所说的6秒后爆炸，火箭及其搭载的“天鹅座”飞
船全部被毁。

一些美国专家猜测，此次事故可能是AJ－
26发动机故障引发的。

AJ－26是美方在苏联原本为登月而研制的
NK－33发动机基础上改造的。据报道，NK－33
发动机性能优越，但美方在没有俄方专家参与的
情况下进行的改造可能降低了其可靠性。

美称最快一周“锁定”
火箭爆炸可能原因

据新华社巴黎10月30日电（记者
郑斌）法国财政和公共账目部长萨潘30
日对媒体表示，目前法国向俄罗斯交付
第一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条件尚
不具备。

萨潘说，交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的条件是乌克兰局势走向缓和与正常，且
俄罗斯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目前乌克
兰问题虽出现改善迹象，但仍令人忧虑。

此前，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曾于
28日称，法国总统奥朗德将于11月就
是否向俄罗斯交付第一艘“西北风”级两
栖攻击舰作出决定。一天后，俄罗斯副
总理罗戈津于29日对俄媒体说，法国将
于11月14日向俄交付这艘战舰。

法俄两国2011年签署了法国为俄
罗斯建造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
合同，总价值12亿欧元，分别于2014年
和2015年交付给俄罗斯海军。

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法国外长法比
尤斯今年3月曾威胁，将取消与俄方的这
一军售合同，但同年5月，法国总统奥朗
德又表示，法国将继续履行这一合同。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是法国研制
的第四代两栖战舰，长199米，宽32米，
满载排水量2.1万吨，具备远程兵力投
送及两栖作战指挥能力，可搭载直升机、
水陆两栖装甲车、坦克等重型装备以及
900名士兵。

法国说向俄交付
军舰条件尚不具备

综合新华社电 欧盟对外行动署29
日表示，欧盟不会承认乌克兰东部民间
武装计划在11月2日举行的当地领导
人和议会选举。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当天发表声
明说，计划举行的这些选举与明斯克停
火协议精神背道而驰，将阻碍寻求政治
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进程。

声明说，欧盟敦促俄罗斯利用其影
响力为举行符合乌克兰法律的地方选举
铺平道路。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9日谴

责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计划在11月2
日举行所谓选举，认为这一做法违背了
乌克兰宪法和法律。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当天
在例行发布会上宣读了潘基文的声明。
声明说，这些所谓的选举将严重破坏当
前需要全面执行的明斯克议定书。潘基
文呼吁各方遵守在明斯克达成的协议，
和平解决冲突。潘基文重申，恢复乌克
兰稳定以及保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非常
重要。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民
间武装决定11月2日在“顿涅茨克人民
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控制
区举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乌克兰总统
波罗申科10月28日说，这些“伪选举”
将威胁该地区和平进程。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30日电 瑞典外交
部30日发表声明，宣布瑞典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家地位，并启动一项为期5年总金额达15亿瑞典
克朗（约合2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支持巴勒斯
坦建国。

舆论称，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瑞典此举或
将在欧盟内部产生示范效应。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尚未就瑞典承认巴勒
斯坦国家地位一事作出官方反应。

巴勒斯坦自1988年宣布建国以来，一直寻求
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承认
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瑞典正式承认
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将援助2亿美元支持其建国

新华社维也纳
10月 30日专电（记者刘
向）据奥地利《信使报》30日报
道，奥地利宪法保卫机构28日逮捕了
一名涉嫌以“圣战”名义图谋发动袭击
的14岁中学生。

报道说，这个名叫默特卡恩的男
生是在圣珀尔滕市一所学校上课时
被带走的。调查人员说，在讯问中，
默特卡恩承认想在维也纳火车西站
等目标处制造爆炸事件。为此，他从
互联网上下载了制造定时炸弹的指
南，并打算搞到需要的东西。在他还
没有走到这一步时，宪法保卫机构采

取了抓捕行动。据
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他

已经遭到当局的监视。
据报道，默特卡恩通过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了解有关“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
信息，甚至想加入该组织。目前，检察机
关正以涉嫌参与恐怖组织的罪名对他展
开调查，同时调查是否有幕后主使。

奥地利宪法保卫机构认为，奥地
利境内有约 140名“伊斯兰国”的潜
在追随者，其中大部分人有移民背
景。奥地利内政部说，当局迄今已经
对 100名疑似“圣战者”启动了司法
调查程序。

一名中学生图谋发动恐袭遭逮捕

欧盟不承认乌东部将举行的自行选举
潘基文谴责这一选举违背乌宪法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29日说，俄罗斯
军机过去24小时内在
大西洋、黑海以及波罗
的海上空“异常”活跃，
北约出动战斗机拦截了
4批俄罗斯轰炸机、战斗
机和空中加油机。

北约当天发表声明
说，俄罗斯军机28日开
始出现在欧洲空域，一
些军机直至29日下午
晚些时候仍在活动。北
约发现这些军机后，立
即派出战机予以追踪和
拦截。不过，北约一名
发言人强调，俄罗斯军
机在这一过程中并未侵
犯北约领空。

俄战机在欧洲空域“异常”活跃

北约一天四拦俄军机
据北约大西洋理事会网站消息，10月

28-29日，俄罗斯出动军机（4批19架）在波
罗的海，北海，大西洋、黑海上空飞行，包含
图-95、伊尔-76、苏-27、米格-31、苏-34、
苏-24。丹麦、土耳其、德国、英国、葡萄牙、
挪威、芬兰、瑞典8国空军均出动战机拦截。

北约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出动的4

批军机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29日
上午。当天，共有8架俄罗斯军机出现
在挪威附近海域上空，包括4架图—95

“熊”式战略轰炸机和4架空中加油机。
挪威发现俄军机活动后，随即派出

F—16战斗机予以追踪和拦截。俄军6
架飞机不久向俄罗斯方向飞去，两架图

—95“熊”式战略轰炸机则经由北海向
南飞行。这两架轰炸机随后遭英国两架

“台风”战斗机拦截。
葡萄牙派出的F—16战斗机晚些时

候追踪到这两架飞机在大西洋上空，它
们最终返回俄罗斯。

挪威军方发言人就这起事件发表讲
话说：“我们经常在领空附近看到俄罗斯
军机，但这次军机数量相当大，并且比往

常更加向南推进，这种情况不同寻常。”
北约在声明中同时提及另外3起

拦截事件。其中一次发生在 29日中
午，至少7架俄军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
遭拦截；另一次同样发生在29日，俄军
两架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和两架
伊尔—78空中加油机在黑海上空遭土
耳其军机拦截。在 28日发生的事件
中，德国和丹麦对俄军战机予以拦截。

北约8国空军出动战机拦截

北约发言人说，俄罗斯军机过去24小
时内如此大量地出现在欧洲空域，近年来
极为罕见。北约声明说：“俄罗斯军机大量
出现在欧洲空域，活跃程度异常。”

声明没有提及乌克兰局势，也没
有把俄罗斯军机在欧洲空域“异常活
跃”的原因与乌克兰危机联系在一
起。按路透社说法，因乌克兰危机，

尤其是克里米亚今年3月宣布并入俄
罗斯后，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提高了
警惕。

北约称今年以来共对俄军战机实施
了超过100次类似的拦截行动，这一数
量相当于2013年的3倍左右。

北约 22 日说，一架俄罗斯侦察
机当天飞入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的
领空，北约战机随即起飞，对俄罗斯
侦察机实施拦截。北约声称，这是俄
方军机第一次飞进北约成员国领空。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机今年被北约拦截超100次

据新华社巴黎
10月29日电（记者郑斌）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9日在
内阁会议上宣布，为了防范法国本土
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政府决定采取相
应的防范措施。

卡泽纳夫指出，鉴于加拿大和美国
近期发生对警察和军人的恐怖袭击，法
国政府决定在反恐预警方案“警惕海盗
计划”框架内，要求警察和宪兵在保障公
共场所和平民安全的同时，加强对自身
安全的保护；法国议会负责人有必要强
化议会建筑入口的安检措施。标志性公
共和私人建筑负责人，也要在主管部门

的协调下，采取相应安
全措施；各省省长必须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定期评估“警惕海
盗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加强汇报。

会议指出，法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多
样而分散，政府将加强国家级电话举报
平台建设。

10月22日上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的议会大楼、国家战争纪念碑和市中心的
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在纪念
碑值勤的加拿大士兵遭枪击身亡，另有一
卫兵受伤，一名枪手被警方击毙。23日
下午，美国纽约繁华街头发生一男子用斧
头袭警事件，嫌疑人当场被警方击毙。

加强议会等标志建筑安检措施

朝中社10月30日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中）日前指导朝鲜人民军航空与
防空军第1017部队、第447部队和第458部队
战斗飞行员进行飞行训练。

图为金正恩亲自坐上歼击机驾驶舱，并与歼
击机飞行员进行交谈。 新华社/朝中社

金正恩指导飞行训练

10月29日，在斯里兰卡巴杜勒地
区科斯兰德镇，当地居民站在被山体滑
坡毁坏的房屋附近。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新闻发言人
萨拉特29日说，连日降雨造成该国乌沃
省巴杜勒地区当天发生严重山体滑坡，
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200多人失踪，
150多所房屋被掩埋。 新华社/法新

斯里兰卡200多人
在山体滑坡中失踪

⬅顿涅茨克街道上、车辆上的“选
举”广告随处可见。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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