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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媒体7日报道，美国7月4
日庆祝独立日当天，俄罗斯多架战略
轰炸机进入美国西海岸防空识别区，
遭美方军机两度拦截。不过，整个过
程中，俄军机并未进入美国领空，也没
有违反相关国际规定。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援引北
美防空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报道，当地
时间7月4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俄
罗斯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靠近美
国阿拉斯加海岸，美军随即派出两架
F—22战机予以拦截。

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说法，俄
方这两架轰炸机进入了美国防空识别
区，但距美国领空仍有超过160公里
的距离。

约半小时后，北美防空司令部
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附近又发现另
外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美军随
即派出两架 F—15 战机予以拦截。
不过，这次俄方军机仍距美领空数
百公里。

针对俄方军机的“问候”，北
美防空司令部发言人迈克尔·库
查 莱 克 回 应 ，这 种 情 形 并 不 少
见。他说：“这并非前所未有的飞
行。不过，无论是在阿拉斯加还
是加利福尼亚，我们都时刻准备
好予以回应。这些轰炸机从未进
入美国领空。”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独立日
遇俄战机“问候”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新媒体专电 日本每
日新闻社在4日和5日进行了全国舆论调查。安
倍内阁的支持率为42%，比5月的上次调查下降
了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43%，增加了7个百分
点，为2012年12月第二届安倍内阁启动后首次
出现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

关于政府和执政党急于在众议院通过的安保
相关法案，有81%的人认为对国民的说明“不充
分”。61%的人反对在延长会期的本届国会中通
过安保法案，赞成者仅占28%。

据日本《每日新闻》7月6日报道，此次42%
的支持率稍低于举行众议院选举的2014年12月
时的43%，为第二、三届安倍内阁的最低纪录。
另一方面，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40%。

日本全国舆论调查显示

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
首超支持率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23日上午10点在我公司拍卖厅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榆大道188号鸿洲江山14栋92号
别墅（一期低层四拼T1、T2型住宅）,房产证号为：HK378717。参考
价：246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7月21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22日下午16：00时前缴纳
竞买保证金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竞
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
号：266262970641 。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8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明：拍卖标的按现
状净价拍卖，即拍卖成交后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
续所需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资料备索，也可登陆《天
涯法律网》或《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进行查询。公司地址：海口市国
贸大道 48 号新达商务大厦 28 层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海口海事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5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2015年海南大学继续面向全社会招生。海南大学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培养单位。据统计，我校MPA研究生 95%以上来自政府、党
群、事业、军队等公共部门与机构。

培养目标及报名条件：公共管理硕士（MPA）被称为“高级公务员
的摇篮”，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认可。为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报考，人
事部于2005年专门针对MPA报考发出通知（国人部[2005]52号）。

报名方法及程序：2015年6月23日—7月11日，登陆: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生成并打印《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
登记表》。2015年7月12日—15日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2015年10
月16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考试及录取：考试科目为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和外国语，考试时间为
2015年10月25日。录取分数线由海南大学自主划定，结合复试择优录取。

备考及复习：详情请到 http://www.hainu.edu.cn/mpa 查看；咨询
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联系人：张老师、杨老师；微信公众号：
MPA-66292663 http://www.hainu.edu.cn/mpa 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楼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旺铺招租
我单位拟对名下铺面向社会公开竞价招租，铺面均处

在黄金地段，位置绝佳，欢迎踊跃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15日止
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2楼
报名电话：13976103129 甘先生
报名者须提交本人相关的承租方案。
铺面详情可浏览南海网：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5/07/

02/017656785.shtml
铺面出租情况表

序号

1

地址

解放东路36号

楼层

1-3楼

原经营商铺名称

兰州拉面

面积（平方）

410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8号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63号执行
裁定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金
贸区民声西路28号悠生海华大楼地下停车位12-26号、31-59号、
63-103号的产权（共计85个车位）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其中53
号车位为14.85万元，剩余84个车位为16.5万元/个，竞买保证金：2
万元/个。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7月
24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
3、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
23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
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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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帐
号：10094548000001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
委字第4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整体
拍卖优先；（2）经现场勘察21、41、42、43、72、73、74号车位物业公
司目前将其改作通道使用；（3）上述标的净价拍卖，即过户费用、清
场费等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6243059
1397611392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张云（身份证号：460023196904282029）、抵押人刘

永宁（身份证号：460002196511072010）：根据你们与我行签署
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00588040623），我
行已按约向张云提供贷款。鉴于张云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
及担保合同》第38条的规定，且我行已向你们送达了《个人贷款
催收通知书》，但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该笔贷款提前到期
(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贷款本金
￥7,626,616.87元，利息、罚息及复息共计￥509,384.51元，合
计金额为￥8,136,001.38元（截至2015年7月6日止）。请刘永
宁根据上述合同的规定履行担保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5年7月8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0724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24日10：30在我公司
拍卖厅按现状净价整体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20日止。
展示地点：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内。
有意者请于2015年7月20日前凭法院确认的缴纳保证金收

据来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保证金
交纳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
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须注明：海二中法技委拍
字第008号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楼整层
电 话：0898-66721736 13648621010 13976082336
委托监督电话：0898-23880237
网 址：www.hnxkypm.com

车牌号车辆类型 登记时间 参考价 保证金

琼AM9129马自达CA7200AT（红色）

2006.05
3.92万元 2万元

2004.10

琼AC3787东风悦达起亚YQZ7130（白色)

知情人士7日爆料，法国马赛附近一
座军事基地上周末失窃，至少190根雷管、
40枚手榴弹和一批塑性炸药被盗。

这些弹药现在流落何处？盗贼是否
与恐怖组织有关联？安保措施理应最为
严密的军火库为何能被破门而入？这些
问题成为悬在法国政府和民众心头的疑
云和担忧。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说，

位于马赛附近米拉马斯的一座军事基地
5日晚失窃，盗贼破坏基地外围的铁丝
网后，溜进军火库，盗走弹药。

法国电台“欧洲一台”报道，调查人
员正在军火库清点武器弹药，眼下尚不
确定失窃弹药的具体数目，有可能多于
之前公布的数字。

报道说，军事基地外围有两圈铁丝
网，但并没有监控摄像头，这给案件调查

带来一定难度。调查人员初步判断，实
施盗窃的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不排除
他们与恐怖分子有关联。

失窃的军事基地占地200公顷，是
法国海外驻军在国内的一个后勤基地。

法国国防部7日下令所有存储弹药
的军事基地展开内部检查，防堵安全漏
洞，并在两周内汇总一份内部安全评估。

法国防部官员说，已经禀告总统奥

朗德这一失窃案件，后者尚未作出公开
表态。

由于法国今年以来已发生两次恐怖
袭击并多次受到恐怖威胁，巴黎和其他
地区已经将反恐警报提高至最高级别。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军火库失窃案件，令
法国人心中难安。

失窃地米拉马斯市长弗雷德里克·
维古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知道，丢

失的可不是棉花糖，而是危险的军火。
这在本质上是很危险的。”

6月26日，一名极端分子在法国伊泽
尔省一家工业气体工厂发动袭击，造成一
人死亡、多人受伤。法国警方发现死者被
斩首，并在事发现场发现激进文字。1月7
日，巴黎《沙尔利周刊》杂志社总部遭遇恐
怖袭击，包括主编在内的12人丧生。

王宏彬（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法国军火库失窃震惊全国
巴黎等地区反恐警报提至最高级别 据新华社维也纳7月7日电 欧盟外交和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7日在维也纳表示，伊
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未来几天将继续进行下去。

莫盖里尼在参加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和德国六国外长会议以及六国与伊朗外长会后对
媒体宣布：“我们正在进行磋商，未来几天将继续。”
她说，六国和伊朗6日开始在外长级层面上讨论最后
的困难问题。各方将继续艰苦工作，看最终能否达
成协议。如果需要，各方愿意多花几天时间。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的最后一轮谈判已经
持续了10多天，谈判截止日期从原定的6月30日
推迟至7月7日。

莫盖里尼表示

伊核谈判
在未来几天将继续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6日电 美国总
统奥巴马6日重申，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必须依靠伊拉克当地安全部队，美国目
前没有派兵赴海外参与直接作战的计划。

奥巴马当天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说，
只有依靠发展当地安全力量才能维持进
展，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长期成功。

奥巴马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打击“伊
斯兰国”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即训练当
地安全部队，目前进展极其缓慢。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到访的法

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6日在华盛顿会晤后
表示，双方将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伊拉
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报告，美军及其
盟友上个周末对控制伊拉克西北部和叙
利亚东部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进
行了38次空袭，其中近一半的空袭目标
锁定在“伊斯兰国”大本营——叙利亚城
市拉卡及其周围地区。自去年8月起，美
国主导的盟军开始空袭“伊斯兰国”目标，
迄今共进行了至少4800次空袭。

奥巴马表示

美国没有派兵
直接作战打击IS的计划

泰国供水部门说，由于遭遇罕见干
旱，首都曼谷的自来水供应可能仅能再
维持30天。如果届时还不降雨，曼谷居
民将面临停水威胁。更糟糕的是，由于
水库的水位过低，海水入侵风险急剧上
升，将进一步威胁淡水供应。

泰国眼下正遭遇十多年来最严重干
旱，主要水库的水位急剧下降。自去年
10月以来，泰国当局要求农民尽量不要
种植水稻，以节省农业用水量。

尽管采取节水措施，但昭披耶河（又
名湄南河）的三大水库水位仍然降至警
戒水平。

泰国皇家灌溉厅最新公布的数字显
示，截至本月6日，三大水库的储水量仅
为6.6亿立方米。“如果还不降雨，这几
座水库中的储水量仅够维持大约 30
天，”塔那塞说。

干旱还带来另一个严峻挑战：正常
降雨情况下，三大水库的水位维持一定

水平，无需担心泰国湾的海水入侵；然而
当旱情严重时，海水会沿着河流向上游
入侵，导致湄南河河水变咸。

一旦河水变咸，不但农作物在被浇灌
后将死亡，就连自来水厂的抽水设备也会
被腐蚀。据路透社报道，泰国水务部门平
均每天从湄南河制取520万立方米自来
水，供应220万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而这
些制水设备无法抵受海水腐蚀。

“如果海水入侵，我们将停止从湄南

河抽水，改为从运河储水中抽水，”塔那
塞说，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从湄南河停
止抽水不能超过3小时”。

泰国政府部门已经呼吁曼谷市民储
存60升饮用水，以防自来水供应中断。
同时，当局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塔那塞介绍，由于泰国水价低廉，每
1000升自来水售价为8.5泰铢（约合0.25
美元），不少人的节水意识仍然不强。

塔那塞说，泰国政府打算今后7年
投资450亿泰铢（13亿美元），以全面增
加自来水供应。另外，泰国当局着手讨
论一份方案，希望在预报用水需求、防止
海水入侵等方面形成一套长效机制。

杨舒怡（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泰国遭遇十多年来最严重干旱

曼谷自来水仅剩30天量

7月7日，在阿富汗喀布尔发生一起针对北约士兵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
包括3名袭击者在内的4人死亡。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马苏德摄）

阿富汗发生针对北约士兵的袭击

最近，一封奇怪的信引起多国媒体注意。在
这封信中，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宾对乌克
兰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多加指点”，告诉后者
应如何治理国家、任免官员等，口气可谓“霸道”。
不过，德宾的发言人本·梅尔特6日澄清说，这封
信系伪造，纯属恶作剧。

据称，信纸上虽然带有美国参议院字样，但却
写错了德宾的头衔，误把“助理民主党领袖”写成

“助理少数党领袖”。在这封信里，写信者冒充德
宾要求亚采纽克“不遗余力地”管住某些官员，还
声称美国参议院认为多名乌克兰官员“不胜任”。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伪造信险酿美乌外交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