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新闻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王凤龙B03 综合

广告

2013年1月16日，我公司与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十一冶公司”）签订两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分别约
定：我公司将海阳城项目老年公寓建设施工工程和养老社区建设施
工工程发包给十一冶公司承包施工。之后，因该两合同履行产生纠
纷并引发我公司与十一冶公司的民事诉讼。2016年1月18日，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南二中民三初字第16-1号《民事
判决书》，认定上述两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违背《招投标法》
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判决：我公司与十一冶公司签订的两份《建
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无效，十一冶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退出施工
现场，向我公司移交全部工程施工材料。之后，十一冶公司不服该判
决提起上诉。但是因十一冶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该案的二审案
件受理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该案二审《民
事裁定书》[（2016）琼民终143号]，裁定：本案按十一冶公司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至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海南二中
民三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我公司与十一冶公司在
2013年1月16日签订的上述两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无效。

特此公示
海南银磬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6日

公 示省级储备土地出让预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拟近期公开出让一宗省级储

备土地，现将有关情况预公告如下：
一、文昌市省级储备土地拟出地块编号：省储让2010-7，土

地用途为零售商业餐饮混合用地，地块面积25434.08㎡（合
38.15115亩）；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
筑限高≤25米；出让年限40年。本次出让地块位于航天大道片
区新港路北侧、滨海湾路西侧地段，东临航天主题公园、东郊椰
林风景名胜区；西临接文昌市行政中心和航天发射办公生活区；
北临八门湾旅游度假区；南临高隆湾旅游渡假区，可遥望南海。
区域内以东环铁路为轴，“两桥一路”西接海口，交通便利；在航
天城项目的带动下，依托自然和生态文明片区为支撑，突出山海
风光与航天科普旅游相结合的特色，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

二、有意者可到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地址:海口
市美贤路9号406室）咨询。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咨询电话：0898-65236159 65236137
联 系 人： 何先生 李先生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产权申请人

海口光通电
子研究所

申请依据
《关于同意海
南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转让海
南国际科技工
业园有限公司
受让土地使用
权的批复》（市
土 字 [1992]
1687号）

申请土地面积

3008.72平方米

土地坐落

海口市国
际科技工
业园兴海
路南侧

土地权属证件
《关于同意海
南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转让海
南国际科技工
业园有限公司
受让土地使用
权的批复》（市
土 字 [1992]
1687号）

项目名称

海口光通
光电子研
究所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国际科技
工业园有限公
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秀英字[2017]119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秀英分局（海口市丘海大道25号）办理异
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
议。联系电话：0898-68923086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17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22层办公楼铝合金玻璃窗更换工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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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以上（含贰级）资质及相关施工经验，拟派出的项目经理具
有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
于2017年3月25日之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法
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明、安全生产许可
证、注册建筑师证书、身份证（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和类似工程施工业绩。

联系人：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河南省鑫诚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南省红岭灌区工程环境监测项目
(三次招标)。招标范围：工程施工期及运行期（运行1-3年内）主体
工程区环境监测，包含水、大气、土壤、声环境监测及陆生、水生生态
监测；工程环境监测及生态监测由施工区和灌区组成（按招标人提
供的施工图为准）。服务期：工程施工期及运行期后三年内（具体时
段以满足环保专项验收要求为准）。投标人资格：1、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且须具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省级
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2、拟担任本
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为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需提交社保单位盖章
确认的2016年7月至12月在投标单位缴纳社保证明。4、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请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 27 日在 http://
218.77.183.48/htms下载招标文件，详细招标公告见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联系人：邱工 13518098516

叙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在首都东郊发生激战
反政府武装被击退

3月19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郊的朱巴
尔区，一名反政府武装人员在用机枪射击。

叙利亚政府军19日在首都大马士革东郊
与试图向市区渗透的反政府武装发生激战，反
政府武装被击退。 新华社/法新

特梅尔19日在首都巴西利亚召见工业、
外贸和服务部部长马科斯·佩雷拉、农业部长
布莱罗·马吉等政府官员以及肉制品企业高
管共同商讨对策。

特梅尔当天还会见了外国使节，向对
方强调“巴西政府对本国产品有信心”。不
过，他承诺农业部将尽快公布可能进口问
题肉的国家名单，同时将公布相关责任生
产商。

针对这一情况，特梅尔告诉外国使节，
巴西有4800个肉类加工厂受政府部门监
管，而其中21个正在接受调查。特梅尔还
说，将成立特别小组，加快目标工厂的调查
进度。 郑思远（新华社专特稿）

肉企欺诈丑闻发酵 巴西政府紧急应对

总统特梅尔出面

自巴西警方证实
国内两大肉类加工企
业涉嫌出售劣质肉制
品并买通政府监管人
员后，这桩欺诈、行贿
案不断发酵。巴西食
品公司（BRF）的一
名高管 18 日向警方
投案。

巴西总统米歇
尔·特梅尔19日召开
紧急内阁会议，并会
见外国使节，力求把
丑闻的负面影响降至
最低。

巴西警方18日扣押了巴西食品公司分管政
府关系的高管罗内·诺盖拉。

诺盖拉当天从南非回国后便向警方投案。警
方怀疑诺盖拉与他人讨论过该如何行贿卫生部门
官员，而其中一名受贿者曾帮助这家企业设于戈
亚斯州的工厂免遭停业。

正在接受调查的 21家企业中包括巴西食
品公司、JBS 等大型跨国企业。据查，这些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给过期变质的肉添加化学物
质，用以掩盖其不良气味和改善色泽，给牛肉
注水以增加重量，在鸡肉里掺杂粉碎后的纸
板，在香肠里加入猪头肉等。这些产品除了
在巴西本国市场销售外，也有部分流向其他
国家。

法新社19日援引巴西政府官方数据
报道，巴西向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肉制品。2016 年共计出口价值 59 亿美
元禽类制品和43亿美元牛肉制品。

巴西肉企的欺诈丑闻引发其进口方担
忧，欧盟、中国的有关机构已经要求巴西方
面提供更多信息。

欧盟驻巴西大使若昂·戈梅斯·克拉维
尼奥19日在推特上说，希望得到“（巴西）农
业部完全、紧急的澄清”。

瑞士驻巴西大使安德烈·雷吉利对事
件表示“担忧”，提示“不能在食品（问题）上

‘玩火’。”

巴西是世界最大的肉制品生产国之
一。此次肉企所涉欺诈、腐败案也影响到
该国肉制品在国际市场的形象。

按巴西警方的说法，一些过期肉制品
已经出口至欧洲，另有4个集装箱的巴西食
品公司所产含有沙门氏菌的不合格肉于
2016年被意大利相关机构拦下，没有进入
市场。涉案肉制品企业员工还买通政府监
管人员，对提供给欧洲等市场的肉制品文
件进行造假。

农业部高官欧马尔·诺瓦其说，现在所
发现的肉企不当行为只是“个别现象”，涉
案企业也只是少数。巴西的食品监管和认
证系统“依然健全”。

舒尔茨挑战默克尔

德国社民党迎
德国社会民主党 19日举行

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选举前欧洲
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为党主席，
正式确认他作为这一政党的总理
候选人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德国
大选。这也是社民党“换帅”后所
面临的首场考验。

3月 19日在柏林举行的党代会
上，与会人员一致选举舒尔茨为党主
席，并正式确认他为社民党总理候选
人。按照德新社的说法，舒尔茨是近
80年来首名收获党代表100％支持
的社民党主席候选人。

舒尔茨在党代会上说：“我们希
望在联邦议会选举后，社民党能够成

为全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样它就
能让这个国家更好、更公平，给予公
民应有尊重。同志们，我希望成为下
一任总理。”

舒尔茨说，他走访了德国多地，
倾听民众诉求，“正义、尊重、尊严”将
成为社民党的竞选口号，竞选纲领将
在6月底成形。

自舒尔茨１月被初步提名为总
理候选人后，社民党士气大振，民意
支持率大增。不过，媒体指出，“舒尔
茨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社民党
的选情，还要等本月底一场地方选举
的结果出炉后才能见分晓。这也是
社民党“换帅”后所面临的首场考验。

舒尔茨19岁加入社民党，1994
年被选为欧洲议员，2000年被选为社
民党欧洲议会党团主席。2012年 1
月，舒尔茨当选欧洲议会议长，2014
年7月获连任，是欧洲议会史上首位
两次当选的议长。他去年11月宣布
不再寻求第三个议长任期，表明参加
德国大选的意图。

舒尔茨在德国很有声望，又远离
国内政治纠葛。法新社称他的受欢
迎程度使他成为“唯一足以挑战默克

尔的人”。
社民党1月决定派舒尔茨“出战”

后，所获支持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
甚至有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了总理安
格拉·默克尔领导的以基民盟为主的
联盟党。

今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前，德国
将举行3场地方选举，第一场在萨尔
州，定于3月26日。这场选举被外界
视为测试“舒尔茨效应”的首场考验。

科隆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耶

格说，这场地方选举中，一名默克尔
的政治密友将参选，而“选举将告诉
我们，社民党是否能把‘舒尔茨效应’
转化为选票”。

德国舆论普遍认为，舒尔茨已成
为默克尔的强劲对手。3月10日发
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谋求第四个总理
任期的默克尔所获支持率为60％，为
2015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舒尔茨所
获支持率为52％。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俄在克里米亚
举行大规模军演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0日电（记者胡晓
光）俄罗斯空降兵司令谢尔久科夫20日宣布，
俄空降部队、空天军和黑海舰队当天在克里米
亚半岛举行大规模演习。

据塔斯社报道，此次演习在克里米亚半岛
奥普克射击场进行，参演兵力超过2500人。俄
空降部队派出了新罗西斯克空降突击师、卡梅
申及乌兰乌德空降突击独立旅参加演习。

英本月29日
启动“脱欧”程序

据新华社伦敦3月20日电（记者桂涛）英
国政府发言人20日对媒体表示，首相特雷莎·
梅将于本月29日宣布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
条、正式开启英国“脱欧”程序。

按照欧盟法律，一旦英国启动《里斯本条约》
第50条、正式开启“脱欧”程序，英国应于2019年
年初完成与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谈判。

英国议会于本月13日投票通过“脱欧”法案，
为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脱欧”程序扫清法律程序上
的最后障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已签署

“脱欧”法案，授权特雷莎·梅启动“脱欧”程序。

加纳一瀑布景区
大树倒塌酿事故
16人当场死亡

据新华社阿克拉3月19日电（记者石松
赵姝婷）加纳布朗阿哈福省金坦波地区一个瀑
布景区19日发生大树倒塌事故，造成至少16
名游客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加纳媒体报道，当天下午有不少人在金坦
波地区一个瀑布下的池塘游泳，后狂风暴雨突
至，一棵大树被闪电击中倒塌，砸落在池塘中的
游客身上，造成至少16人当场死亡。死者大部
分是前来郊游的高中生。

警方开展大规模调查

嫌疑人自首

引起国际社会担忧

丑闻发酵

食品监管系统仍“健全”

内阁开会

将加快调查进度

总统承诺

民调支持率
直追默克尔

“舒尔茨效应”
面临考验

3月19日，在德国社民党全国党代
会上，马丁·舒尔茨挥手致意。新华社发

日前，在巴西库里蒂巴，警察押送几名涉案人员离开司法科。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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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外长防长
举行“2＋2”会谈

据新华社东京3月20日电（记者严蕾 马
峥）日本与俄罗斯20日在东京举行两国外交部
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双方同意在朝鲜
核、导问题和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但领土争端
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还对美国在亚
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表示担忧。

当天，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防卫大臣稻
田朋美与到访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
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这是自2014年乌克
兰危机以来日俄两国首次举行“2＋2”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