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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预约认购书通知
尚瑞清：

您于2014年2月5日在我公司开发的位于三亚市
吉阳区湖光山舍项目预约认购9栋1102房，按协议约
定，我司工作人员多次通知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
办理房交款手续，您均未履约。现我司正式通知您，自
本通知见报之日解除贵我双方间的该商品房预约认购
书，请您于2014年12月28日前来我司办理已交预约
认购金的退还手续。

特此通知！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0日

2015海南新年音乐会
——深圳交响乐团惠民演出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演出单位：深圳交响乐团

演出时间：2014年12月28日晚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售票时间：2014年12月22日—28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 黎女士13807657093

海口宝发幸福酒店大堂 联系人：符先生13907579518

票价：甲等70元（政府补贴500元）

乙等50元（政府补贴520元）

丙等30元（政府补贴540元）

解除预约认购书通知
苏友琼、李思璇：

您于2014年1月27日在我公司开发的位于三亚市
吉阳区湖光山舍项目预约认购9栋1204房，按协议约
定，我司工作人员多次通知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办
理房交款手续，您均未履约。现我司正式通知您，自本通
知见报之日解除贵我双方间的该商品房预约认购书，请
您于2014年12月28日前来我司办理已交预约认购金
的退还手续。

特此通知！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0日

遗失声明
海南信立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号为：4600133620，发票
号码为：02382414、02382415、
02382416、02382417声明作废。

解除预约认购书通知
苏根维、苏鹏：

您于2014年3月13日在我公司开发的位于三亚市
吉阳区湖光山舍项目预约认购8栋1204房，按协议约
定，我司工作人员多次通知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办
理房交款手续，您均未履约。现我司正式通知您，自本
通知见报之日解除贵我双方间的该商品房预约认购书，
请您于2014年12月28日前来我司办理已交预约认购
金的退还手续。

特此通知！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0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车库土建工程（含报建、设计、施工）向社

会公开招标，工程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具备

相应的营业范围、资质及经验。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

的单位于2014年12月26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介

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

加盖公章复印件）。

联系人：吴女士 66810880、13518827301

叶先生 66810571、13876088168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挂牌延期公告

我局于 2014年 11月 21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的《临高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土环资用告字[2014]009号），地块编号

为LC2014-05号、LC2014-06号和LC2014-08号地块，现因故将地块

编号为LC2014-06号和LC2014-08号两地块申请报名时间和交纳竞

买保证金截止时间延期至 2014年 12月 26日 15时，12月 26日 17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14年12月29日上午10

时30分。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19日

海南省边防总队训练基地综合训练场项目于2014-

12-19日进行了公开开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

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

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盛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12月20日至12月22日，如有异议可

在公示期内向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纪检保卫处书

面提出，联系电话：0898-66195240。

中标公示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12月19日正式公布了研
究员小保方晴子验证STAP的实验结果，指出其
未能制作出STAP细胞，并决定结束验证实验。
小保方晴子已提出辞职申请并获得批准。小保方
晴子及其团队今年1月30日发表论文说，他们成
功培育了能分化成多种细胞的新型“万能细胞”，
并将其命名为STAP细胞。但是，多名研究人员
随后指出该论文存在诸多疑点。

这是2014年1月28日小保方晴子在日本神
户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12月18日，一枚俄罗斯“联盟”运
载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
射升空。

法国巴黎时间18日19时37分，
一枚俄罗斯“联盟”运载火箭从法属圭
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将4颗通
信卫星送入轨道。至此，O3b公司通
信卫星网络系统的12颗卫星已全部发
射完成并正式运行。O3b公司计划用
该通信网络向全世界近180个国家和
地区的数十亿用户提供高速、低成本
的网络和通信服务。 新华社/法新

阿丽亚娜公司
发射4颗卫星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 18日电
（记者侯丽军 汪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8日上午与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共同出
席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竣工仪式。

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是中国企
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个大桥项目，全长
1.5公里，历时3年完成，这也是塞尔维亚
在多瑙河上近70年来首座新建大桥。

当李克强和武契奇抵达时，2 万
多名贝尔格莱德市民和施工人员挥
舞着中塞国旗热烈欢迎两国总理的
到来。李克强同现场民众亲切握手，
互动交流。

随后，两国总理共同为大桥竣工纪念
碑揭牌，为大桥开通剪彩，并发表致辞。

李克强向所有参与项目建设的中

塞人员表示感谢和慰问。他说，大桥的
建成是中塞友谊结出的硕果。建设过
程中使用的是中国装备，同时也带动当
地大量就业。大桥的建成，极大方便了
两岸民众的出行，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不仅是中塞人民心灵沟通的友谊
桥，也是中欧互利共赢的合作桥。

李克强说，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合作前景广阔。此访期间，有
关国家签署了建设塞匈铁路的协议，力
争在两年内建成完工，这将使贝尔格莱
德到布加勒斯特的火车运行时间从8小
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中方愿积极参与
塞尔维亚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将
符合欧盟标准，融资支持在欧盟法律框
架内进行，使塞匈铁路和希腊比雷埃夫

斯港相连接，打造中欧陆海快线，加强
互联互通，扩大中欧贸易规模，更好实
现互利共赢。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 18日电
（记者桂涛 汪慧）当地时间18日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贝尔格莱德市政
厅接受了“贝尔格莱德荣誉市民”证书，
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陪同出席。

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竣工

中塞总理为大桥开通剪彩
该大桥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个大桥项目

这是由中、老、泰三国共同建设，
横跨湄公河连接泰国清孔和老挝会晒
的清孔—会晒大桥的资料照片。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
第五次会议将于本月19至20日在泰
国曼谷召开。 新华社发

中老泰三国共建的
清孔—会晒大桥

新华社布鲁塞尔 12 月 18 日电
（记者周珺 帅蓉）欧盟18日宣布进一
步限制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进
行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经济制裁举措。

欧盟当天发表声明说，自12月20
日起，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
投资将被认为是非法的。欧盟禁止公
民和企业购入克里米亚的房地产、实
体、金融企业或向其提供相关服务。
欧盟还禁止向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
尔提供旅游服务。除非在紧急情况
下，欧洲的游轮不能在克里米亚半岛
的港口停靠。这适用于所有欧盟公民
拥有、使用、或者悬挂欧盟成员国国旗
的船只，现有的合约最晚执行到明年3
月20日。

此外，欧盟还禁止商品和技术出口

到克里米亚或在克里米亚使用，包括交
通、电信、能源部门，以及石油、天然气
和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和生产等。

欧盟在声明中称，这一举措旨在强
调欧盟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
瓦斯托波尔“非法吞并”的立场。

此前，欧盟已经采取了两轮针对克
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经济制裁。
今年6月，欧盟开始禁止从克里米亚和
塞瓦斯托波尔进口商品，7月欧盟还推
出对一些经济部门和基础设施项目的
贸易和投资限制。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8日电 （记
者易爱军 周而捷）美国总统奥巴马18
日签署一项授权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
法案，但他同时表明，无意立即对俄罗
斯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

奥巴马当天发表书面声明说，尽管
他签署了国会上周通过的“支持乌克兰
自由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但他的政府
此时“无意”根据这一法律对俄罗斯采
取制裁措施。他说，签署这一法案并不
意味着政府改变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政
策，即美国将根据乌克兰东部局势发展
并与盟国和伙伴国协调“谨慎地”对俄
实施制裁。

“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授权奥巴
马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国
防产品出口公司等大型公司追加制裁
措施；在2015财年划拨3.5亿美元向乌
克兰提供反坦克炮和穿甲弹等武器装
备，并授权奥巴马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
备；给予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
北约之外盟友的地位。

欧盟禁向克里米亚投资
奥巴马签署制裁俄法案，并称无意立即采取措施

新华社东京12月19日电（记者冯武勇 刘
秀玲）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组成的安全保障协议
委员会（“2＋2”）19日发表公告说，原定今年年底
前完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将推迟到明年上
半年。

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在联合公告中说，
考虑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需要确保内容的可
靠性，也需要与日本国内立法进程进行协调，因此
两国决定在明年上半年之前完成指针修订。

这份公告宣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日
美决定提升同盟能力的核心举措。

日美宣布推迟完成
防卫合作指针修订

韩国宪法法院19日宣布裁定，解散“亲朝”在
野党统合进步党，剥夺该党所属5名国会议员的
议员资格。这是韩国宪政史上宪法法院首次宣布
解散某个政党。

宪法法院9名法官当天以8票赞成、1票反对
的结果通过这一裁定。统合进步党的资产将被冻
结，一切所获国家补贴将被没收。该党将失去5
个国会议席，有关补选定于明年4月举行。

根据裁定，韩国今后将禁止组建与统合进步
党有相似政纲的政党。

韩国一家地方法院今年2月认定统合进步党
国会议员李石基“谋反”、策划在韩国与朝鲜发生
战争时组织武装反叛，判处这名统合进步党籍议
员12年监禁。检方指控李石基今年5月在首都
首尔召集秘密会议，策划在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情
况时协助朝方行动，破坏韩国境内的石油储备、通
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去年9月以策动内乱和违
反《国家保安法》等起诉李石基等人。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韩宪法法院解散
“亲朝”政党

未能制作出“万能细胞”

日本“学术女神”
小保方晴子宣布辞职

澳大利亚警方19日证实，昆士兰州
凯恩斯市一个住所当天发生命案，8个
孩子被发现死于屋内，年龄最小的只有
18个月，一名妇女受重伤。正当澳大利
亚慢慢从悉尼人质事件阴影中走出的时
候，这起命案再次让整个社会“心碎”。

按照昆士兰州警方的说法，当地警
方19日中午前接到报警，前往处理一起
女性严重受伤的案件。抵达现场后，警
方意外发现8具孩子的尸体，年龄介乎
18个月至15岁。

警方没有公开这些孩子的死因，但
澳大利亚多数媒体报道，这些孩子的遗
体上有利器刺痕，《凯恩斯邮报》报道称
一些孩子可能窒息死亡。

警方说，受伤女性现年34岁，眼下
状况稳定，在医院接受救治的同时正积

极协助警方调查。警方没有透露遇害孩
子和受伤女性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市人口15万，是游览澳大利
亚知名景点大堡礁的必经城市，每年吸
引大量游客。

凯恩斯市警方刑侦部门主管布鲁
诺·阿斯尼卡说，警方正在重建犯罪现
场，调查孩子的死因，眼下尚不清楚凶手
是谁。阿斯尼卡暗示没有人在逃，强调
当地民众没有必要为安全感到担忧。

据天空电视台报道，这些孩子的继
父据信一直住在这个住所内，但眼下行
踪不明。

涉及如此多孩子的命案震惊了整个
社会。一家电视台的女主播在播报这则
消息时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澳洲一家8孩子被刺死
这起命案再次让澳社会“心碎”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8日电 美国
航天局18日发表声明说，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的“猎鹰9”火箭在测试中发现“一
些问题”，原计划19日进行的第五次国
际空间站货运任务将推迟到明年1月6
日以后实施。声明说：“新发射日期将使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工程师们，有时间
深入调查静态点火测试中出现的问题。”

声明还强调，这次发射推迟不会对
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产生影响。

除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外，美国私企，

轨道科学公司也与美国航天局签署合
同，为空间站运送给养和设备。但该公
司的“安塔瑞斯”火箭在10月28日第三
次任务中发生爆炸，并被指问题出在火
箭发动机上。事故发生后，轨道科学公
司表示将更换火箭发动机。

轨道科学公司在推特上说，其升级版
的“安塔瑞斯”火箭仍将使用俄罗斯企业生
产的发动机，并表示，为使该公司按时间完
成空间站货运任务且达到技术要求，除使
用某型俄制发动机外“没有其他选择”。

美“猎鹰9”火箭出问题
向国际空间站送货的任务推迟到明年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9日电（记者
俞铮 明大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19日下午在曼谷会见泰国总理巴育。

李克强表示，我此次来泰国出席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第五次
会议。其间，中泰双方还将签署铁路、
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两国
互利共赢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有利于
提升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互
联互通，更好实现物畅其流，更好便利人
员往来。中国先进装备“走出去”不仅可

以使富余产能得到充分利用，也有助于
中国装备实现升级。李克强希望双方
抓紧开展中泰铁路项目前期相关工作，
为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
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泰农产
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拟建设的中泰铁路连接泰国北部
的廊开和南部港口马普达普，总长800
多公里，是泰国首条标准轨铁路，将全
部使用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装备建设。

李克强会见泰国总理巴育时强调

共同建好中泰铁路 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