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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资格：本次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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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投标。
属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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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
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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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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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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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有意投标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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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

投标申请时间：2015年 02月 16日 08:00至 2015年 03月 18日
12:00

五、投标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

交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15年03月18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03月20日09:30至09:50
开标时间：2015年03月20日10:00
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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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

及联合投标申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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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 年02月16日

（陵土告字〔2015〕07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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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宗地号
2015-07号

土地位置
陵水县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40741

土地用途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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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万元）
6167

二、投标人资格：本次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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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
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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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
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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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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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法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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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有意投标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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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

投标申请时间：2015年 02月 16日 08:00至 2015年 03月 18日
12:00

五、投标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

交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15 年03月18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03月20日08:30至08:50
开标时间：2015年03月20日09:00
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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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

及联合投标申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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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2月16日

（陵土告字〔2015〕06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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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号

2015-06号

土地位置

陵水县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31989
6348

土地用途
住宅
商服

容积率
1.0<容积率≤1.4

≤0.5
建筑密度（%）

≤30
≤35

绿化率（%）
≥35
≥35

建筑限高（米）
100（60）

24

出让年限
70
40

保证金（万元）

5525

据新华社开罗2月16日电（记者马
岩）据埃及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埃及
军方当天凌晨对利比亚境内“伊斯兰
国”（IS）目标实施空袭行动，以回击该
组织杀害21名埃及人质，共炸死至少
40名该极端组织成员。

报道援引利比亚空军司令萨克尔

的话说，埃军空袭是应利比亚政府要求
进行的，双方进行了密切协作，本轮空
袭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有更多两
国合作的军事行动。

此外，埃及总统塞西当天还与法国
总统奥朗德通话，共同呼吁联合国安理
会就利比亚问题举行会议，以采取更多

国际行动。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利比亚分

支 15 日在社交网站公布了 21 名在
利比亚被绑架的埃及科普特人遭
该组织斩首的视频。埃及科普特
正教会随后确认了该视频内容的
真实性。

回击“伊斯兰国”杀害21名人质

埃及空袭炸死40名IS成员

新华社开罗2月15日电（记者陈向
阳 张远）的黎波里消息：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利比亚分支15日声称处死了
21名埃及科普特人。

“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当天在社交

网站上传一段长约5分钟的视频，显示21
名埃及科普特人被蒙面武装分子杀害。

今年1月，“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
声称扣留了21名埃及科普特人。埃及
外交部此前证实，去年12月和今年1

月，共有20名埃及科普特人在利比亚
北部城市苏尔特遭绑架。

自2011年利比亚战争结束以来，利
比亚政局一直不稳。尤其是去年8月以
来，利比亚出现两个对立的政府，分别支

持这两个政府的武装之间冲突不断。动
荡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机在利比亚
拓展势力。今年1月8日，“伊斯兰国”利
比亚分支声称处死2名突尼斯记者，并在
网站上公布了遇害记者的数张照片。

“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声称

处死21名埃及科普特人

新华社联合国2月15日电（记者
倪红梅 史霄萌）联合国安理会15日
晚发表媒体声明，强烈谴责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杀害21名埃
及科普特人，表示一定要击败“伊斯兰
国”。

声明说，这起罪行再次显示了“伊
斯兰国”的残暴，该组织大量摧残各信
仰、种族和国籍的民众，无视人类基本
价值。安理会强调，必须追究这起罪
行的责任。

安理会强调，必须击败“伊斯兰
国”及其推崇的偏狭、暴力和仇恨。

“伊斯兰国”持续的野蛮行径坚定了
安理会成员的决心，即包括该地区
在内的各国政府、各机构必须共同
努力打击“伊斯兰国”“支持阵线”及
其他所有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个
人、团体等。

安理会同时呼吁利比亚各方与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
莱昂进行建设性合作，推动包容性
政治进程来解决该国政治和安全挑
战。安理会强调，只有通过民族团
结和对话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利
比亚人民才能击败恐怖主义，防止
此类罪行。

安理会
强烈谴责

表示一定要击败
“伊斯兰国”

这是“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上传视频的截图画面。 新华社发

韩国政府官员15日说，政府已经确
定提名总统朴槿惠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金
章洙为新一任驻华大使。韩国媒体说，金
章洙曾担任国防部长官、青瓦台国家安保
室长，启用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出任驻华
大使，体现韩方对韩中关系的重视。

韩国外交部今年上半年将对包括驻
华大使在内的驻外机构代表进行例行人
事调整。韩国联合通讯社以一名政府官
员为消息源报道，政府届时将正式提名
金章洙为新任驻华大使，接替2013年6
月上任的现任大使权宁世。

金章洙现年67岁，退役将军，现任
新国家党籍国会议员。他的儿子现在韩
国陆军担任军官。如果顺利，金章洙将
成为中韩1992年建交以来首名军人出
身的韩国驻华大使。

金章洙2005年至2006年担任韩国
联合参谋本部议长，相当于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2006年11月至2008年
2月在卢武铉政府担任国防部长官。
2007年11月，金章洙率代表团访问朝

鲜，与时任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
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一哲次帅举行第二
次朝韩国防部长会谈。

朴槿惠2013年2月就任后，于同年
3月任命在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担任国
家安全顾问的金章洙为总统府国家安保
室长。去年4月韩国发生“岁月”号客轮
沉没事故后，国家安保室下辖的危机管
理中心被指在海难发生初期应对不力，
而金章洙称这一青瓦台机构不是处理灾
难事故的“控制塔”，对事故不负有责任，
引发民众不满，最终于同年5月辞职。这
一职务后由前国防部长官金宽镇接替。

政府消息人士告诉韩联社记者，提
名金章洙为新任驻华大使，显示韩国政
府认为“有必要在东北亚和平与安全领
域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朴槿惠政府考
虑到韩中合作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继续
启用重量级人物担任驻华大使。现任驻
华大使权宁世就被称为朴槿惠的“近臣”，
同金章洙一样，都为朴槿惠当选立下汗马

功劳。而且，金章洙履历丰富，在安全领
域很有见地，曾多次接触中方高官。

2013年11月，金章洙以青瓦台国家
安保室长身份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
洁篪。他说，近年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
就。韩方祝愿中方早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和中国梦。韩中关系十分紧密，
两国在各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韩方正致
力于推进信任外交，愿与中方加强交流对
话，扩大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韩方重
视中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的重要建
设性作用，愿与中方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

2007年4月，金章洙作为韩国国防
部长官应邀访问中国，与时任中央军委
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在
北京进行了会谈。

另外，韩国还将调换驻俄罗斯大
使。韩联社说，现任驻俄大使、前六方会
谈韩国代表团长魏圣洛将在今年5月俄
罗斯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后
卸任，继任者将是一名外交部高级官
员。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韩国确定金章洙为新任驻华大使
曾担任国防部长官、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

金章洙金章洙

利比亚地处北非，距离“伊斯兰国”老
巢不近，这一组织为何在利比亚蔓延、如何
遏制其在利扩张等问题，引发各方关注。

为何在利比亚蔓延？

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
政局持续动荡，一些地方民兵武装逐步形
成割据势力。不少民兵武装支持宗教极
端势力，招募、“供养”不少宗教极端人员，
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蔓延埋下了种子。

去年 5 月以来，支持世俗势力和支
持宗教势力的武装在的黎波里、班加西、
盖尔扬等多地展开激战。宗教极端武装
趁乱占据一些城镇，不少先前前往叙利
亚、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的利比亚人回
流自立门户。控制德尔纳和苏尔特的武
装人员分别于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宣誓
效忠“伊斯兰国”。

为何对埃及劳工下手

惨遭“伊斯兰国”毒手的埃及劳工是
科普特人，信仰基督教。目前利比亚约有
100万埃及劳工，这些劳工尤其是科普特
人经常成为绑架对象。武装人员公布的视
频中称，杀死这些劳工是报复“科普特教会
折磨和谋杀穆斯林女性”，这段视频是“向
信仰基督教国家传递一条带血的信息”。

如何遏制IS在利扩张

利比亚国民军空军和埃及空军 16
日空袭了“伊斯兰国”在利多处据点。利
国民议会发表声明将与埃及共同打击

“伊斯兰国”。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两国
的联合打击，“伊斯兰国”在利扩张势头
会受到遏制。不过，如果利比亚不能清
除“产生极端分子的土壤”，“伊斯兰国”
仍可能在利长期存在。

从地区层面上看，“伊斯兰国”武装有
可能化整为零，向周边的突尼斯、马里、阿
尔及利亚等国渗透。在阿尔及利亚与利
比亚接壤地区、突尼斯南部地区和马里北
部地区，现在已经存在一些据点。观察人
士认为，要想彻底清除北非地区的“伊斯
兰国”武装及相关的极端组织，需要地区
多国形成合力。 (据新华社电)

“伊斯兰国”为何
蔓延到利比亚？

2月16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荷枪实弹
的警察守卫着发生枪击案的文化中心。

丹麦警方15日说，警方在当天的围捕行动中
击毙了涉嫌制造哥本哈根两起枪击案的嫌犯。

新华社/法新

丹麦枪击案嫌犯被警方击毙

新华社东京2月16日电（记者刘秀玲 冯武
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6日举行的众议院会议
上明确表示，为了便于今后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
队，要制定一部相关的永久法。

日本现行法律规定，日本每次向海外派遣自
卫队时需要制定临时特别法律，获得国会通过后
方可据此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任务结束后临时法
律也随之失效。

安倍称：“我们要为所有事态做好万全准备，
政府不会考虑在日后出现具体需求时，再重新为
此立法。”

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希望通过制定永久法简化
自卫队外派程序，缩短反应时间。有分析指出，若
制定这项法律则必然降低自卫队外派门槛，并可
能增大日本自卫队卷入军事纷争的可能性。

在当天的会议上，安倍再次表示要修改宪
法。关于今年将发表的“安倍谈话”，他表示将召
集相关人士，围绕对二战的反省、日本战后作为和
平国家的发展轨迹、今后如何为亚太地区和世界
做贡献等方面确定谈话内容。

安倍称要制定永久法
方便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2月16日，在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帕赛
市，居民在火灾废墟寻找可用物品。

当日，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帕赛市一居
民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4人死亡，300余座房屋
被毁。 新华社/路透

菲律宾一居民区发生火灾
4人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2月15日电（记者林小春）美
国农业部近日批准种植第一种被切开或受磕碰后
果肉不易变成褐色的转基因苹果。由于苹果切片
在美国市场上较受欢迎，一些批评人士担心这会
掩盖苹果的不新鲜，带来潜在健康风险。

美国农业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评估，加拿大
奥卡诺根特色水果公司研发的“北极”牌转基因苹
果可以安全种植，不会给其他农作物带来病虫害
问题，也不会造成显著的环境影响，因此决定解除
对这种苹果的管制。

美国农业部说，“北极”苹果并未引入外来基
因，只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使自身可导致褐色形
成的物质变少，因而切片或受磕碰后相对传统苹
果不易变成褐色。除这一特点外，“北极”苹果与
其他苹果并无任何不同。

美首次批准种植
防褐变转基因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