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3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史自勋 美编：庄和平综合中国/世界新闻B04

■■■■■ ■■■■■ ■■■■■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刘国强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时代海

岸高层住宅海星阁（T04栋）2002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

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13455号，房屋建筑面

积为97.63平方米，土地面积为33.18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

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

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2月30日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
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
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
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
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
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
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
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5年12月31日
至2016年1月26日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
人可于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1月26日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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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下午17时（以保
证金实际到帐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1月26日下午17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
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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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上午8:
30至2016年1月29日上午11:3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
价，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
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三）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65303602；联系人:郭先生；查询网
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
com 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2月31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那大迎
宾大道东侧

面积（亩）

28（18666.7平方米）

土地
用途

基础设施用地（加
气站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0.4，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
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平方米）

902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011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土环资公告〔2015〕99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市那大迎宾大道东侧28亩（18666.7平方米）基础设施用
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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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招商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于近期对下列标
的资产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1997）海中法执字第255-2号《民事
裁定书》项下部分权益--抵债资产定安县南丽湖别墅，共两栋，建筑面
积分别为：708.6m2和788.57m2；2、海南中地煤长昌水泥厂抵债机器设
备；3、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1999）浦执字第14-3号民事
裁定书项下权益--抵债资产海口市和平南路24号房产（海南省饮食服
务公司办公楼4-6层），建筑面积为622.23m2。有意竞买者请前来我
公司了解详情。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联系电话：王先生：68606865、胡先生：68650464、何先生：
68664463、林女士：68666481；监督电话：林先生：68623128；财政部
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2015年12月31日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务院
近日批复了“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
调查报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
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
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
别重大灾难性事件。

2015年 6月1日21时32分，重庆
东方轮船公司所属“东方之星”号客轮由
南京开往重庆，当航行至湖北省荆州市
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翻沉，造成
442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立即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6月2日凌晨，李克强
总理率有关负责同志紧急赶赴现场指挥
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经各方全力搜
救，事发时船上454人中12人生还，442
具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经国务院批
准，成立了由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中国
气象局、全国总工会、湖北省和重庆市等
有关方面组成的国务院“东方之星”号客
轮翻沉事件调查组，并聘请国内气象、航
运安全、船舶设计、水上交通管理和信息
化、法律等有关方面院士、专家参加。

事件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克服各
种异常困难，连续作战，紧紧围绕“风、
船、人”三个关键要素，不断充实加强调
查力量，调整完善调查工作方案，深入开
展勘查取证和谈话问询，运用科学手段
分析论证，先后调阅了船舶、企业和有关
单位的大量原始资料，收集汇总各类证
据资料1607份、711万字；对生还旅客、
船长、船员及同水域相邻船舶有关人员
和目击者进行逐一调查取证，形成50余
万字的询问笔录；组织专家对船舶进行

了细致全面勘查，并委托专门机构对物
证进行解读鉴定；调取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AIS）、全球定位系统（GPS）数据制
作船舶轨迹图，先后多次进行了风洞风
载模型试验、水池倒航操纵模型试验、航
海模拟器仿真模拟试验，还原了事发时
气象、船舶行驶和船员操作过程；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船舶建造和历次改建以及事
发前实载状态的稳性进行了认真复校核
算；对事发风灾区附近360平方千米范
围内的14个重点区域进行了多轮实地
勘查和空中航拍，调取气象卫星、天气雷
达、地面气象站等观测资料进行综合分
析，先后7次组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等上百名
国内外专家一起进行专题研究，在综合
分析气象卫星、新一代多普勒雷达和地
面气象自动站分钟级观测数据，以及现

场调查情况、目击者笔录等多种资料的
基础上，科学判定了事发时的天气状
况。事件调查组先后召开各类会议200
余次，对调查情况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报告。

调查组认定，“东方之星”号客轮翻
沉是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
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
的一起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东方之
星”轮航行至长江中游大马洲水道时突
遇飑线天气系统，该系统伴有下击暴流、
短时强降雨等局地性、突发性强对流天
气。受下击暴流袭击，风雨强度陡增，瞬
时极大风力达12－13级，1小时降雨量
达94.4毫米。船长虽采取了稳船抗风
措施，但在强风暴雨作用下，船舶持续后
退，船舶处于失控状态，船艏向右下风偏
转，风舷角和风压倾侧力矩逐步增大，船
舶最大风压倾侧力矩达到该客轮极限抗

风能力的2倍以上，船舶倾斜进水并在
一分多钟内倾覆。

调查组还查明，“东方之星”号客轮
抗风压倾覆能力虽符合规范要求，但不
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船长
及当班大副对极端恶劣天气及其风险认
知不足，在紧急状态下应对不力。

调查组在对事件从严、延伸调查中，
也检查出重庆东方轮船公司、重庆市有关
管理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交通运输部长
江航务管理局和长江海事局及下属海事
机构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

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建议对船长张顺文给予吊销船长适任证
书、解除劳动合同处分，由司法机关对其
是否涉嫌犯罪进一步调查；鉴于当班大
副刘先禄在事件中死亡，建议免于处理。

调查组还建议对检查出的在日常管
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负有责任的
43名有关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包
括企业7人，行业管理部门、地方党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36人，其中，副省级干部
1人，厅局级干部8人，县处级干部14
人。责成重庆市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对重
庆东方轮船公司进行停业整顿。

针对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调查组对水
上交通管理部门和企业提出了七个方面
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即：进一步严格
恶劣天气条件下长江旅游客船禁限航措
施；提高船舶检验技术规范要求和完善船
舶设计建造改造质量控制体制机制；进一
步加强长江航运恶劣天气风险预警能力
建设；加强内河航运安全信息化动态监管
和救援能力建设；深入开展长江航运安全
专项整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加
强长江旅游客运公司安全管理；加大内河
船员安全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安全操作能
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调查报告公布

这是12月22日拍摄的停放在长江监利段水域的东方之星船体。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平壤12月30日电（记者郭一娜 陆睿）
据朝中社30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
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统一战
线部部长金养建因交通事故于29日6时15分去世，
享年73岁。朝鲜将于31日为金养建举行国葬。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担任国葬委员会委员长。

朝中社在报道中说，金养建同志是金日成同
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忠实革命战士，是金正恩同志
最亲密的战友、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他作为统
战部部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重任在身，为实现
朝鲜自主统一政策进行了不懈奋斗。失去金养建
同志是朝鲜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据报道，金养建1942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
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金养建1997年起担任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2007年起担任朝
鲜劳动党中央统战部部长，2010年起担任朝鲜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劳动党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2015年2月起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金养建自1998年起至今被选举为朝鲜
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金养建曾获得朝鲜最高勋章

“金日成勋章”和“金正日勋章”等多项表彰。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金养建因车祸去世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齐
湘辉 陶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两岸热
线30日正式启用，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
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首次通过
两岸热线进行通话。

他说，设立两岸热线是11月 7日
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时达成的重
要共识。会面结束以来，国台办与陆
委会就设立热线相关安排保持了密切
沟通。

马晓光介绍说，张志军与夏立言

30 日上午首次通过两岸热线进行通
话。双方肯定过去一年在坚持“九二
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两部门保持沟
通，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取得积极成果，特别是近段时间认真
落实两岸领导人会面达成的重要共

识，成果持续显现。我们希望未来两
部门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上，努力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为两岸民众多办好事、多谋福祉。
张志军主任与夏立言主委还互致了新
年问候。

他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还表示，两岸
热线主要是就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各种
重要问题进行沟通，从而增进了解、增
强互信，以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
好势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
基础和正确方向。

落实两岸领导人会面共识

两岸热线正式启用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首次通过两岸热线进行通话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齐
湘辉 陶冶）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日
前表示，他卸任后不排除访问大陆。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就此回应说，我们支持两岸各层次、
各领域的交流往来。

在应询评论两岸知名专家学者近
日联合发布推荐习近平、马英九为2016

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倡议书时，马
晓光回答说，这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
说明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成果及其意义
深得民心，广受欢迎，也说明2008年以
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受到两岸
民众的高度肯定。

有记者问，韩日就“慰安妇”问题达
成一致意见后，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要求日方向台籍慰安妇道歉、赔偿。请
问两岸能否在“慰安妇”问题上进行协
作？马晓光回答说，二战期间，日本军
国主义在中国各地强征慰安妇，犯下严
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敦促日本切实
负起责任，尊重受害者关切，妥善处理
有关问题。

在评论“和”字在两岸媒体合办的

评选活动中当选两岸年度汉字时，他应
询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
点。“和”字真切反映了两岸民众对8年
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的珍惜，对未
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由衷期盼。希
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维护好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正确方向，维护
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

马英九称卸任后不排除访问大陆

国台办回应：支持两岸各层次往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

查文晔 陶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时
表示，为落实两岸领导人会面成果，促
进两岸教育交流，大陆有关方面决定
采取积极措施，自2016年起，进一步
扩大开放陆生赴台就读“专升本”。

他介绍说，将新增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辽宁和湖北6省市为试点省份，加
上2013年确定试点的广东、福建，试点
省份将达到8个。同时，招生名额将由目
前的1000名增至1500名。为做好实施
工作，两岸有关方面日前进行了会商，负
责陆生赴台事务的窗口单位正就具体细
节进行沟通和对接，确保将好事办好。

马晓光表示，多年来，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岸教育交流
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希望台湾方面
切实改善两岸教育交流环境，维护陆
生在台的正当权益。双方共同努力，
推动陆生赴台健康有序发展，为两岸
青年学生交流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大陆方面明年起
进一步扩大学生
赴台就读“专升本”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
查文晔 陶冶）国务院台办30日举行例
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在应询评
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关于“九二共
识”的相关说法时表示，当前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关键是要承认“九二共识”
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

他强调，若失去“九二共识”这个政

治基础作为“定海神针”，两岸制度化联
系沟通机制必然会受影响，甚至坍塌，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
浪，甚至彻底倾覆。

马晓光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
海基会受权就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
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事宜进行协商。
经过当年10月香港会谈及其后一系列

函电往来，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
识，后来被概括为“九二共识”。其核心
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
不是国与国关系，从而明确界定了两岸
关系的根本性质。“九二共识”的达成经
过两岸双方授权，无论是会谈过程，还是
共识内涵，都十分清楚，有完整的历史记

录，是不容置疑的。
他强调，“九二共识”不仅是两岸协

商谈判的共同政治基础，2008年以来，
更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
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才能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台
海地区才能保持祥和稳定，两岸民众才
能共享和平红利。

评蔡英文“九二共识”相关说法

国台办：关键要认同其核心意涵

据新华社济南12月30日电（记者
潘林青、陈灏）记者刚刚从山东省平邑
县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平邑玉荣石
膏矿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平邑玉荣石膏矿坍塌事故发生
后，当地公安机关即依法对企业相关
情况进行了调查。除董事长马丛波于
12月27日凌晨乘人不备跳入井下佯
井溺亡外，警方已对该矿法人代表、分
管生产的副经理、分管安全的副经理
和矿长等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同时，
对企业资产依法进行了查封。

12月25日7时56分，位于平邑
县保太镇的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石膏矿
发生局部坍塌事故，当时共有29人正
在作业，到目前已有11人获救，1人
遇难，仍有17人被困井下。

据新华社济南12月30日电（记
者潘林青、陈灏）记者刚刚从山东平邑
坍塌事故现场了解到，30日上午，救
援人员通过生命信息钻孔探测系统发
现8名幸存者，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救援人员正向井下输送给养。

相关责任人
被采取强制措施
又发现8名幸存者

山东平邑坍塌事故

12月30日，为保障在山东平邑
石膏矿坍塌事故中被困的8名矿工生
命体征正常，救援人员根据被困矿工
状况，通过救生孔不断向井下输送“救
命给养”。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9日电 美国军方发言
人29日说，伊朗革命卫队26日在美国“哈里·杜
鲁门”号航空母舰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曾向该航
母附近发射火箭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凯尔·雷恩斯说，多艘
革命卫队舰船向“邻近”“哈里·杜鲁门”号航母的
海域开火。

雷恩斯称这种行为具有“高度挑衅性”，既“不
安全，也不专业”，但他同时承认，伊朗方面提前
23分钟发出了通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援引匿名美国军官
的说法称，当时伊朗革命卫队正在举行实弹演习，
一枚火箭弹落在距离“哈里·杜鲁门”号约1500米
的范围内。这一说法得到雷恩斯的证实。

雷恩斯说，当时美国“巴克利”级驱逐舰和一
艘法国护卫舰也在事发区域。这3艘军舰隶属于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事发时正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执行常规任务。

伊朗和美国军队曾在波斯湾发生过冲突，尤
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之后。

美军方发言人称

伊朗朝其航母附近
发射火箭弹

土耳其警方12月30日在首都安卡拉市马玛
克区逮捕了两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成员，
他们涉嫌图谋在新年前夕袭击安卡拉市中心的红
新月广场。

这是警方在被捕“伊斯兰国”成员的住处查获
的爆炸物（12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涉嫌图谋新年袭击红新月广场

土耳其逮捕两名IS成员

12月29日，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左二）
抵达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最高法院。

以色列最高法院29日作出判决，前总理奥尔
默特因受贿罪获刑18个月监禁。 新华社/法新

以前总理奥尔默特
因受贿罪被判18个月监禁

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
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