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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用地位于定城镇环城南路东一环

北侧，面积6267平方米，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2013）第 112

号。根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

务局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定府函〔2017〕69号）及《海南

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现向社会公告

注销该宗地的定安国用（2013）第1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

《国有土地使用证》自公告之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12日

受委托，定于2017年10月20日上午9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
净价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民生西路28号悠生海华小区地下停车位：
12-26号，31-59号，63-103号共85个车位，参考价13.8万/个，竞
买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整。

一、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区2栋20B号房；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7年10月
1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三、收取保证金时间：
2017年10月19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账号：21-100001040001981；四、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五、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
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020期）

陵水美裕珍珠实业有限公司
特别声明

近日，本公司发现有个别单位及个人假冒本公司名义对外洽谈业
务、签订合同、招聘工作人员，严重损害了本公司的良好社会形象及声
誉。为维护广大客户及本公司的合法权益，本公司作出如下声明：

1、本公司仅以“陵水美裕珍珠实业有限公司”名称和法定代表
人（或法人授权）对外办理业务，从未授权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对
外办理相关业务（签订合同、招聘工作人员等）。2、本公司仅有一
枚行政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对外办理公司业务使用，
除此之外，其他均为假冒、私刻。3、本公司对一切假冒本公司对外
洽谈业务、签订合同、招聘工作人员等非法行为，均不承认其法律
效力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司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
单位、个人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陵水美裕珍珠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公 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动

征收，现场征收编号北官F71-1A，位于北官西街142号天骄湖
畔1A房。该现场编号上房屋办有《营业执照》，商铺名称为海口
琼山长固建材商行，经营场所为海口市府城镇北官西街142号天
骄湖畔公寓，经营者卢某，注册日期2013年6月7日。

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2007年一直经营小食品商
店、建材行等，但一直未及时办理营业执照，直至2013年6月7日
才办理营业执照，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铺
面面积为36.13m2，经营期限自2007年至2015年12月4日。现
对上述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
我部提出，逾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8689936855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7年10月11日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0 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
斯科特·普鲁伊特10日签署文件，
正式宣布将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
气候政策《清洁电力计划》。

美国环保局在一份声明中称，
在对《清洁电力计划》进行评估后，
该机构认为这项政策“超出了美国
环保局的法定权限”，“废除《清洁电
力计划》将促进美国能源发展，减少
不必要的相关监管负担”。

普鲁伊特在这份声明中称，特
朗普政府致力于“纠正奥巴马政府
的错误”，接下来美国环保局将评估

“最合适的前进路径”，“任何替代规
则都将通过倾听各方意见认真、恰
当并谦虚地制订”。

9日，普鲁伊特在美国“煤炭之
州”肯塔基州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
《清洁电力计划》是要利用权力监管
挑选美国发电行业的“赢家和输

家”，废除这项政策意味着奥巴马政
府发起的“煤炭战争结束了”。

按照流程，普鲁伊特签署的文
件将经过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反
馈后才会最终确定下来，成为正式
决定。

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求“修改或
废除”原定于2022年生效的《清洁
电力计划》。

《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政府
气候政策的核心，要求美国发电厂
到 2030 年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32％。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已于
2016年2月下令暂缓执行《清洁电
力计划》，因此该政策实际上从未
实施。

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全国矿业协
会称，《清洁电力计划》会增加美国
电网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是增加消

费者的负担；废除这一计划能为美
国保存2.7万个矿业工作岗位，及相
关供应链上的10万个工作岗位。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最新估计
称，废除这项规定到2030年将节省
因执行规定而额外产生的330亿美
元的遵从成本。所谓遵从成本，指
的是为执行政府法律法规产生的时
间及金钱上的额外花费。

特朗普政府废除《清洁电力计
划》并不令人意外。普鲁伊特是有
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在担任美
国环保局局长前，他是俄克拉何马
州检察长，曾与另外20多个州的检
察长一起把美国环保局告上法庭，
起诉《清洁电力计划》违法。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并
于今年6月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在
气候问题上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广
泛批评。

美国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后果几何
不出意料，美国环境保护局10日以不合法为由，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气候政策《清洁电力计划》。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争议性决

定并不能帮助美国煤炭行业复苏，反而会减缓美国向低碳能源转型的进程，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形象。

《清洁电力计划》之所以关键，
是因为它的监管对象是美国碳排放

“大户”——发电厂，后者在美国国
内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达三分之
一。根据《清洁电力计划》，美国各
州需制定计划，到2030年将发电厂

的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低32％
的水平。

然而，削减发电厂的碳排放在
美国是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奥巴马
曾尝试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推动
国会通过一项碳排放限额交易法

案，结果该法案被参议院否决，主要
原因之一是来自煤炭行业和产煤各
州的阻力。

到了第二任期，奥巴马为了政
治遗产放手一搏，于2015年正式推
出《清洁电力计划》，这也是美国政

府兑现《巴黎协定》承诺目标的一个
关键组成部分。

但是，一些行业组织和美国
27个州随即把美国环保局告上法
庭，以《清洁电力计划》不合法为
由要求暂缓实施。2016 年 2 月，

美国最高法院以 5票对 4票同意
了这一请求。

《清洁电力计划》原定2022年
才生效，在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缓
实施后，该政策就此搁浅，实际上从
未进入执行阶段。

《清洁电力计划》由美国前环保
局局长吉娜·麦卡锡领衔制定并推
出。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
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同时没有任
何时间表或承诺提出新规定减少碳
污染，这是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

对于普鲁伊特宣布废除《清洁

电力计划》，行业反应不一。一些美
国贸易组织称赞说，这是正确的决
定，让美国电力生产厂家“感到巨大
的解脱”，也是增加国内化石能源生
产、让民众用上可靠而又负担得起
的电力的关键一步，将推动美国经
济增长；而一些环保组织批评道，这

是给化石能源行业污染空气发放自
由通行证，所推翻的计划原本能防
止成千上万早产儿死亡和儿童哮喘
病例。这一举动也为美国向可再生
能源转型泼了一盆冷水，将伤害美
国的安全和经济。

分析人士还指出，特朗普已于

今年6月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
划》将使美国更难履行应对气候变
化的责任，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际
形象。

同时，煤炭作为“退出的经济”
也不大可能获得复兴机会。受成本

和州政策影响，美国许多地方已经
从煤炭转向使用天然气、风能和太
阳能。例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
州已宣布，不管华盛顿是否参与，他
们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因此，
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只会减缓美
国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进程。

2009年，美国环保局曾把温室
气体确定为污染物。按照美国《清
洁空气法》的要求，美国环保局必须
采取措施调控温室气体排放。然
而，《清洁电力计划》被废弃后，特朗
普政府尚未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只

是表示欢迎各界就此提出建议。
纽约和马萨诸塞等州的检察长表

示，特朗普政府这一做法“不负责任”，
他们将在法庭上起诉美国环保局。

“化石能源发电厂是我们国家
最大的气候变化污染源之一，科学

常识和法律规定（要求）环保局应采
取行动减排，”纽约州检察长埃里
克·施奈德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
将利用一切法律工具来与他们的危
险议程做斗争。”

对此，美国国内一些行业组织也

理性地指出，美国环保局应采取更温
和的政策取代《清洁电力计划》，以避
免遭遇任何法律上的挑战。

“我们一直认为有更好的方法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商会全球
能源研究所所长卡伦·哈伯特在一

份声明中说，“我们希望企业有机会
和美国环保局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
坐下来谈一谈，研究降低排放的方
式，保护美国的能源优势，尊重《清
洁空气法》的界限。”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

《清洁电力计划》缘何重要

被废除后对美国影响几何

美国减排下一步走向何方

据新华社日内瓦 10月 11日电
（记者刘曲）10月11日是世界肥胖联
盟确定的“世界肥胖日”。世界卫生组
织等机构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发表报告说，全球肥胖儿童和青少年
人数在过去40年中增加了10倍，这
已成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

这一报告分析了近1.3亿5岁以
上人群的体重和身高数据，其中包括
5岁至19岁人口3150万，20岁及以
上人口9740万，揭示了从1975年到
2016年全球儿童和青少年身高体重
指数和肥胖情况的变化趋势，是迄今
流行病学研究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数据显示，1975年全球儿童和青
少年肥胖率不足1％，肥胖人数约合
500万女孩和600万男孩；2016年，肥

胖率在女孩中接近6％，人数达5000
万，在男孩中接近8％，人数约7400
万。综合来看，5岁至19岁的肥胖人数
从1975年的1100万增加到2016年的
1.24亿，40年增加了10倍以上。

报告预计，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
去，到2022年全球儿童和青少年肥胖
人数将超过中重度消瘦的人数。

“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反映了全
球食品营销和政策的影响。”报告主要
作者、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的马吉德·伊扎蒂说。

世卫组织项目协调员菲奥纳·布
尔建议，儿童应少吃便宜的、过度加工
的、高热量低营养的食品，同时积极参
与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并减少使用
电子设备和久坐的时间。

世卫组织：

全球肥胖青少年40年增10倍

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检察官办
公室9日说，一名手上沾满多人鲜血
的杀人狂魔被判监禁430年。

奇瓦瓦州检察官办公室说，罪犯
名为佩德罗·帕扬·格洛里亚。他
2009年至2012年间在华雷斯市杀
害11名年轻女性。

这一案件中，还有另两名嫌疑人
被判有罪。

检方2013年说，这些当时已被
关押的嫌疑人经营模特经纪公司、服
装店或小型杂货铺，通过发布招聘信
息诱拐女性。一旦有人“上钩”提供
求职信息，犯罪分子会使用各种手段
来绑架她们，逼迫她们卖淫、吸食和

贩卖毒品。一旦这些女子失去利用
价值，无法继续从事这些违法活动为
他们牟利，格洛里亚等人就杀害她们
并抛尸。

2012年初，警方在华雷斯市东
部的华雷斯山谷田地里发现受害者
遗骸。这些受害者当中不乏15岁的
花季少女。

奇瓦瓦州毗邻墨美边界，是
毒贩向美国走私毒品的主要通道
之一。

美联社报道，这一地区从1993
年开始就陆续有女性遇害案发生。
她们通常是工厂年轻女工，被诱拐之
后通常遭受性侵和暴力虐待，一旦被

害，尸体被丢弃荒漠。
尽管 2004 年末至 2005 年初，

这一带的杀人案件数量有所减少，
但 1993 年至今已有超过 100 名女
性遇害。

鲜有调查人员对这些陈年旧案
重新启动调查。不过，最近几起女性
被害案遇害者家属试图向调查人员
施压，并主动提供有关犯罪嫌疑人的
信息，调查得以展开。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在墨西哥，
监禁刑期通常最高为60年，格洛里
亚430年监禁的判决更多体现出一
种警示意义。

许柏林（新华社微特稿完）

谋杀11名女性

墨西哥“杀人狂魔”坐监430年

美国加州林火夺命
至少17人死亡180人失踪

新华社旧金山10月10日电（记者叶在琪）8
日下午开始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大火
10日继续肆虐，目前已造成至少17人死亡、180
人失踪。

据当地媒体10日报道，这场森林大火还摧毁
了2000多栋医院、学校、民宅等建筑，超过3000
名当地居民被紧急转移，他们中许多人的房屋被
彻底烧毁。目前加州的纳帕、索诺马和门多西诺
等县的火势还没有完全被控制，受灾较严重的几
个县已宣布关闭部分学校。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已发布命令，要求该州其
他地区的救援力量全力以赴帮助北部地区救灾。
索诺马县警长乔丹诺说，一些失踪者已被陆续找
到，其中很多失踪者是由于大火摧毁了电信线路
而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伊拉克总理说

伊境内IS势力
年内将被彻底消灭

新华社巴格达10月10日电（记者魏玉栋）伊
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10日表示，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IS）在伊拉克境内的势力将在今年内被
彻底消灭。

阿巴迪当天在巴格达举行的记者会上对伊拉
克安全部队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所取得的胜
利表示赞赏。他表示，“伊斯兰国”今年将在伊拉
克彻底覆灭。

伊拉克军队7月收复被“伊斯兰国”控制长达
3年多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后收复了摩苏尔
以西的泰勒阿费尔，日前又基本收复基尔库克省
西部的哈维杰地区。目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
的控制区仅剩萨拉赫丁省的舍尔加特镇、安巴尔
省西部的3个城镇和其他数个小块地区。

三破世界纪录！

美农民种出近1吨重南瓜
美国东部罗得岛州居民乔·朱特拉斯种植的

绿南瓜以960公斤的重量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
球最重的南瓜属蔬菜。

美联社9日报道，在沃伦市7日举行的比赛
中，朱特拉斯的绿南瓜打破世界纪录。这是他在
这项比赛上第三次刷新纪录。

2006年，朱特拉斯种出的长瓜长达3.21米，
成为全球最长的长瓜。2007年，他种出重达766
公斤的橙色南瓜，刷新世界最重南瓜纪录。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废除奥巴马政府
《清洁电力计划》

墨西哥监狱骚乱
造成13人死亡

10月10日，在墨西哥卡德雷塔市，一架灭火
直升机从发生骚乱的监狱上空飞过。

墨西哥北部新莱昂州安全部门发言人阿尔
多·法希10日告诉媒体说，该州卡德雷塔市一座
监狱发生骚乱，已造成1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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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中学
同时测出10个“天才”
智商最高的不亚于爱因斯坦和霍金

英国布里斯托尔一所中学一下子测出10名
学生智商高于140。相对于一般人100的平均智
商而言，这些学生堪称天才。

英国《都市日报》9日报道，圣比兹天主教学
院这10名学生中，智商最高的伊莎贝尔·罗梅罗
和莫莉·多兰达到161，不亚于科学家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和斯蒂芬·霍金。

高智商社团“门萨”俱乐部已向10人发出
邀请。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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