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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移动在G98高速公路大茅隧道等路段

安装通信设备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在G98高速公

路大茅隧道等路段进行通信设备安装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
交通运输和工程施工安全，现需要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
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5年2月11日至2015年2月17日
二、管制路段：大茅隧道：左幅K232+900至K234+000，右幅

K232+900至K234+050；迎宾隧道：左幅K238+850至K240+000，
右幅 K238+850 至 K240+80；荔枝沟隧道：左幅 K250+200 至
K251+195，右幅K250+200至K251+225；凤凰隧道：左幅K258+
850至K259+600，右幅K258+850至K259+500；酸梅隧道：左幅
K260+450至K261+050，右幅K260+450至K261+100。

三、管制方式：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对隧道路段
进行单幅单车道的交通管制。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
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2月5日

关于福山互通跨线桥拆除扩建施工
延长交通管制时间的通告

因海南环岛高速福山互通至马袅公路工程需要，为保障工程顺
利进行，并确保施工安全和行车安全，现决定对福山互通跨线桥及环
岛高速福山互通段延长交通管制时间，具体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
2015年2月11日至2015年4月30日。二、管制方式：（一）边施工边
通车的交通管制。根据施工需要，福山互通跨线桥匝道需进行扩宽，
在扩宽施工中，来往车辆正常通行。（二）全幅封闭施工的交通管制。
为确保施工组织及施工安全，需对福山互通跨线桥及环岛高速福山
互通段进行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三亚至海口方向、海口至三亚方
向、福山至桥头方向、桥头至福山方向过往车辆经过福山互通上、下
高速公路绕过施工现场继续前进。福山至桥头方向、桥头至福山方
向行人、非机动车经过施工便道进行绕行。请来往车辆按现场交通
标志指示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2月2日

专家提醒“香精”椰汁多食有害健康
椰树集团公开承诺椰树牌椰汁不加香精

目前市场上的椰汁饮料有几十种，但只有中国植物蛋白饮
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椰树集团生产的椰树牌椰汁产品标签上有不
加香精的承诺。

专家提醒说，长期食用色素、香精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挑选椰
汁，安全是第一位的。要“在安全的基础上讲营养，在营养的基础上讲
口味”。消费者在超市挑选椰汁，一般有三种简单的方法。一是看品
牌。国内知名大企业的产品，一般都有品质保证。二是看标签。标签上
有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和人工色素等注明的，通常都是比较重视天
然品质的品牌。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国宴饮料”椰树牌椰汁，就是
在产品标签上承诺不加香精、防腐剂的椰汁。三是比较口感、色泽和
香味。品质优良，其色泽和香味就自然宜人，口感清淡柔和。而用香
精、奶粉调制的椰汁口感差，香浓而刺鼻，甜腻而粘喉。

业内人士介绍，纯正的椰汁是不加香精的，口感比较清淡柔
和，爽口而不粘口。有的商家为了谋取利润，便在椰汁中添加大量
的香精、糖精等添加剂，使很多人被其香气“误导”，以为椰汁是越
香浓的越好。食品卫生的专家称，作为食品添加剂，香精在正常范
围内食用对人的影响不大，但若长期饮用加香精的椰汁，很容易造
成人的口感疲劳，并影响对其他营养的吸收，这对人体健康是有害
的。有些合成香精甚至会引起慢性中毒或疾病。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2015年招录专业人员
一、招录计划
博士研究生：土木工程师1人、硕士研究生、文秘 1人、环境

工程 1人、给水排水 1人、道路工程3人、桥梁工程6人。本科
生：土木工程 3人

二、招录条件
（一）招录的人员应同时具有以下条件:(1) 所学专业符合招

录计划要求，其中桥梁专业本科阶段必须是桥梁或道路工程专
业。(2) 毕业证、学位证必须经国家注册。(3) 身体状况等条件
符合国家公务员招录标准，健康检查由院里统一安排。（二）党员
和学生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三、相关要求
有意向者请于2015年3月15日前将简历投递到hn_2000@

163.com。 联 系 人 ：齐 先 生 13111921184，王 先 生
18889765561。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05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5-05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2015-05号宗地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土地总面积
(平方米)
9819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1.4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100（60）

出让
年限
70

投资强
度要求(万元)
>4655.7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51

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须提供境外公证
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
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
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
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
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
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法人、个人及其他组织，凡有
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买申
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须于2015年02月07日至2015年02月26日到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册。五、申请人可于
2015年02月07日至2015年03月06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
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5年
03月 06日 12:00（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5年03月06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

竞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
牌起始时间：2015年 02月 28日 0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
2015年03月09日15:00（北京时间）；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八、其他需
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
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将由陵水
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偿收回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陈小姐；联
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www.ggzy.hi.
gov.cn；www.hnlmmarket.com；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2月07日

新华社哈拉雷2月6日电（记者许
林贵 王悦）由中国政府援建、浪潮集团
承建的津巴布韦高性能超级计算机中
心（简称超算中心）6日交付使用。津方
说，这使津巴布韦成为第五个拥有超级
计算机的非洲国家，其运算能力排非洲
第二位。

据介绍，津巴布韦超算中心位于津
巴布韦大学内，运算速度为每秒36万亿

次，存储能力72TB，系统包括代表中国
自主研发最高水平的TS850高端容错
服务器以及TS10000高效能服务器，可
承担生命科学、气候气象、教育科研等
多个领域的研究任务。

津巴布韦超算中心的核心设备价
值约3300万元人民币，由中国政府提供
无息贷款援建，中心所在地房屋以及其
他配套设施由津方提供。

浪潮集团副总裁黄刚说：“高性能
超级计算中心是国家科技进步和企业
创新的助推器，能带动一批产业和培养
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有了这个基础平
台之后，我预测津巴布韦的科技实力会
有5至10年的快速发展。”

他举例说，津巴布韦作为南部非洲
的农业大国，气象分析对粮食安全、棉
花增产、烟叶质量把控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津国家气象局对气候和天气的预
测水平还非常低，只能通过个人电脑来
计算，无法进行长期的气候变化预测和
灾害预报，中国超级计算机有望改变这
个局面。

黄刚说，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使用的信息化核心装备都来自美
国，但中国已逐步生产出能替代美
国信息化核心装备的产品，为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另一种可能——中
国技术。

津巴布韦高等教育和持续教育、
科技部长穆欣古里说，津巴布韦政府
对津科技界在信息科学领域取得一席
之地充满期待。她相信，超算中心投
入使用将带来“革命性变化”，推动矿
业、农业、创意产业等经济部门取得长
足发展。

中国造超级计算机落户津巴布韦
运算能力居非洲第二位

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记者
支林飞）美国奥巴马政府在6日颁布的
最新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美国将寻
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以惠
及两国人民并促进亚洲乃至全世界的
和平与繁荣。

在由白宫颁布的这份国家安全战
略中，奥巴马政府重申“欢迎一个稳定、
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并承诺将
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以应对气候变
化、公共健康、经济增长、朝鲜半岛无核

化等共同面临的地区及全球挑战。
安全战略说，虽然美中之间存在

竞争，但美方不接受双方必然走向冲
突的说法。该战略同时称，美方将从

“实力的立场”出发来管控美中竞争，
坚持要求中国在海洋争端、贸易、人权
等问题上遵守国际准则。

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还声称将
“密切监控”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和在
亚洲扩大存在的相关动向，以减少导
致误解误判的风险。

美国新安全战略表示

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英国媒体近日披露，伦敦警察厅为
监控“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的动向，不惜在两年多时间里花费
超过1000万英镑（约合1533万美元），
以确保一旦阿桑奇走出厄瓜多尔驻英
大使馆，便能将其逮捕。

此消息一出，“维基揭秘”网站发言
人便提出批评，称这笔花销“令人尴
尬”。

瑞典检方2010年11月指控阿桑奇
当年在瑞典逗留期间涉嫌性侵两名女
子，身处英国的阿桑奇遭英方拘留。英
国最高法院裁定引渡阿桑奇至瑞典，他
2012年6月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
驻英使馆寻求庇护。

英国广播公司（BBC）6日援引伦敦
警方的说法报道，2012年 6月至2014
年10月，英国警方用于监控阿桑奇动向

的直接花费为730万英镑（1119万美
元），外加加班费180万英镑（275万美
元），相当于1天1万英镑（15330美元）。

时至今日，这一花销应该已经增至
约1000万英镑。在媒体曝出这一消息
后，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表示，对于
英国纳税人和瑞典政府而言，这种情况
都“令人沮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为监控阿桑奇动向

英警方花掉1000万英镑A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阁僚共19人
6日公开个人资产。

包括家庭成员资产在内，副首相兼
财政大臣麻生太郎最“富有”，资产达
4.9127亿日元（约合418.3万美元）。

除麻生外，复兴大臣竹下亘和首相
安倍也跻身“亿元俱乐部”，身家分别为
4.5772亿日元（389.8万美元）和1.0528
亿日元（89.7万美元）。

麻生持有的东京都涩谷区住宅及
其老家福冈县饭冢市等地的房产占了

总资产的大部分。现年74岁的麻生出
生于政经世家，曾祖父麻生太吉是贵族
院议员，父亲麻生太贺吉是自民党众议
员。麻生家族是日本关西地区财力雄
厚的大家族之一。

而对个人资产排名第二的竹下来
说，妻子的财产占到家庭总资产的约
80％，其中定期存款高达2.45亿日元
（208.6万美元）。

安倍的个人资产排在第三位，主要
由在山口县下关市等地价值7903万日

元（67.3万美元）的房产以及价值2625
万日元（22.4万美元）的金融资产组成。
按共同社的说法，考虑到安倍以及阁僚
等13人及其家属持有的股票没有计入
总资产，因此他们的实际资产总额应该
在公开数额之上。

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阁僚就任时
需公布所持资产，因此安倍和上届内阁
留任的6名阁僚时隔一年再次公开了
财产。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安倍内阁晒资产

副首相麻生“最富”B
美国太平洋海运协会（PMA）6日

宣布，美国西海岸全部29个港口的货
船装卸工作在本周末（7日、8日）都将
暂停，理由是码头工人长期怠工，并将
此归咎于码头工人工会。

西海岸这些港口处理近半美国海运
贸易和70％来自亚洲的进口货物。太
平洋海运协会发布声明，正值港口方与
码头工人工会就新劳务合同谈判僵持。

不少托运企业为太平洋海运协会
注册会员。国际沿岸和仓库工会代表
大约2万名码头工人。

“鉴于沿岸持续怠工，各港口工作几
乎陷入停滞，协会会员企业最终决定，不
再为工人如此低的工作效率支付加班补
贴，”太平洋海运协会在声明中说。

不过，这个协会说，货船装卸工作
将于9日（星期一）恢复，而运输已卸下
的货物集装箱等码头工作则由具体码
头运营商决定。

国际沿岸和仓库工会则强调，港

口运营方与码头工作已经接近达成协
议，托运企业如今这么做，是一种破坏
谈判的行为。

据悉，双方的新合同谈判已经持
续近9个月。

而工会否认托运企业的说法，把
港口淤塞归咎于托运企业自身，称是
对方在实际操作中总是变更计划，这
才是导致货物堆积的根本原因。

工会发言人克雷格·梅里利斯说：
“周末关闭港口是一种疯狂的做法，因
为这伤害到消费者，会加剧港口淤塞
程度。我们受不了这些阴谋诡计。”

2002年，拖沓的劳资谈判曾导致
西海岸港口完全关闭。停工10天后，
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调用1947
年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争取到一纸法
庭法令，才让港口复工。

太平洋海运协会估计，2002年的
停工导致经济损失156亿美元。

庄北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劳资纠纷
逼停美西岸全部港口

2月6日，中国为尼日利
亚海军建造的“世纪号F91”巡
逻舰抵达尼日利亚拉各斯的维
多利亚岛海军码头。

据悉，该巡逻舰由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设计建造，总
长95米，型宽12.2米，排水量
1700吨，由尼日利亚海军定
制，用于执行油田护卫、海上巡
逻、护渔、海事监视、搜索救援
及一定污染控制任务。尼日利
亚军方6日举行欢迎仪式，中
国驻拉各斯总领事刘侃出席并
致辞。 新华社发（谢超摄）

中国首艘出口尼日利亚新型巡逻舰抵达拉各斯

新华社里加2月6日电（记者李
德萍）欧盟委员会主管能源的副主席马
罗什·谢夫乔维奇6日宣布，欧盟能源
联盟已经启动。

谢夫乔维奇当天在拉脱维亚首都
里加召开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欧
盟能源联盟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
降低欧盟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谢夫乔维奇阐述了欧盟能源联盟
应遵循的5大原则：保障能源供应安
全；建立完全一体化、具有竞争力的内
部能源市场；降低能源需求，提高能源

效率；加强利用再生资源；加强研究、创
新以发展绿色技术。

目前欧盟大部分能源来自俄罗斯，
每天为进口能源支付10亿欧元的费
用。欧盟必须节约能源，这将决定欧盟
的安全性和竞争力。

来自28个欧盟国家的能源部长以
及美国等国的代表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2014年4月，法国总统奥朗德与
波兰时任总理图斯克提出一项关于成
立欧盟能源联盟的共同倡议，以降低欧
盟国家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

欧盟宣布启动能源联盟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2月6日专电
（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联邦警察6日根
据司法机构的命令采取行动，对巴西前
首富艾克·巴蒂斯塔家中财产进行没收。

据报道，现年59岁的巴蒂斯塔以采

矿起家，涉足基建、地产和娱乐等领
域。2011年，他以300亿美元的身家被
《福布斯》杂志评为巴西首富和全球第
八大富豪。

由于投资石油失败，从2013年开

始，巴蒂斯塔旗下多家企业陆续宣告破
产。去年9月，里约热内卢州检察院正
式起诉巴蒂斯塔，罪名包括提供虚假信
息，涉嫌操纵金融市场。如果巴蒂斯塔
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3年监禁。

巴西前首富财产被查没C

搜寻人员7日确认，潜水员在印度尼西亚爪
哇海找到失事亚航客机一名飞行员遗体，眼下尚
不能确认遗体到底属于印尼籍机长伊里延托还是
法国籍副驾驶雷米·普勒塞勒。

一名搜寻行动负责人说，遗体被发现时依然绑
在座位上。搜寻人员相信第二名飞行员的遗体可
能仍处于驾驶舱残骸内，潜水员7日将继续搜寻。

这名负责人说，迄今共找到 93 名遇难者
遗体。

一架亚航QZ8501航班去年12月28日在从印
尼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失事，坠入爪哇海。机上载
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失事原因仍在调查中。

调查人员先前说，飞机坠落前由副驾驶普勒
塞勒操作。 韩梁 (新华社微特稿)

亚航一飞行员遗体找到

据新华社圣保罗 2月 5日专电（记者荀伟
王正润）据巴西环球网报道，巴西圣卡塔琳娜州一
家公司因卷入巴西石油公司贪腐案于5日被警方
调查，工作人员用了整整9个小时仍未将现场缴
获的赃款、名表等清点完毕，金额之大令人咋舌。

巴西石油公司是巴西最大的国营企业。去年
年初，有媒体爆料称石油公司管理层存在贪污腐
败问题，直指该公司高管多次收受承包商贿赂，并
向执政党提供政治资金，间接导致总统罗塞夫支
持率大跌。据称，涉案金额达数十亿美元，被称为

“巴西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
目前，巴西检察机关已对39人提起公诉。迫

于贪腐丑闻所引发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本月4日
起，巴西石油公司总裁格拉萨·福斯特及另外5名
高管宣布辞职。

巴西石油贪腐案
赃款9小时未清点完毕

新华社渥太华2月6日专电（记者李保东）加
拿大最高法院６日裁决，现有的禁止安乐死法案
侵犯人权，给予联邦议会一年时间制定允许安乐
死合法化的新法案，即赋予神智仍清醒但却罹患
晚期绝症的人，有权接受“医生协助死亡”。

安乐死是加拿大争议已久的问题，不但困
扰着加拿大司法界和宗教界，更在加民众与政
府之间引起了广泛的辩论，因为加拿大现行法
律规定，任何人帮助别人自杀都属于刑事犯罪，
从而导致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得了绝症的加拿
大人前往欧洲其他允许安乐死国家，寻求“有尊
严的离去”。

加拿大医学协会统计的数据报告显示，近
３年来，呼吁关注临终关怀问题的加拿大人大
幅增加，他们表示不希望在痛苦中死去。

去年６月５日，加拿大魁北克省省议会以
９４票对２２票，通过有争议的法案——关于
临终生命关怀的５２号法案。该法案允许“患
有不治之症，病入膏肓，难忍病魔煎熬的病人，
向医生求助，结束自己的生命”。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决

禁止安乐死法案
侵犯人权

2月6日，在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最高法院，
李·卡特（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与丈夫霍利斯·约
翰逊相拥。李·卡特的母亲凯·卡特2010年赴瑞
士接受安乐死。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