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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0月25日电 （记
者钱铮）第45届东京车展25日提前
向媒体开放。作为日系车企发展趋
势的风向标，此次东京车展将展出一
批应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新能源
技术的高科技未来车。

据介绍，本次展会共有来自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3 家公司和
团体参加，包括日本国内 14 家车
企 15 个品牌，以及来自海外的
13 家车企 19 个品牌。丰田、日
产、三菱、奥迪等知名汽车厂商
都将倾力展示各自在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技术和车联网等领域的

最新成果和研发计划。
车展主办方日本汽车工业协会

还将在本次展会上举办名为“东京连
接实验室2017”的主题展览，利用虚
拟现实等技术设置一系列体验型项
目，向来访者展示移动互联给未来社
会带来的新价值。

本次展会将于27日正式开幕，
28日至11月5日面向公共开放。

东京车展始于1954年，前20届
每年举办一次，之后改成每两年一
届。它与巴黎车展、法兰克福车展、
日内瓦车展和北美车展并称为世界
五大车展。

高科技未来汽车将集体亮相东京车展

德国推出无人驾驶公交车
10月25日，在德国南部城市比恩巴赫，人们

观看一辆无人驾驶公交车行驶。
德国铁路公司25日在德国南部城市比恩巴

赫发布该公司第一辆无人驾驶公交车。这辆公交
车可载客6人，将在比恩巴赫市内一条长约700
米的公交线路上运行。 新华社/法新

“兵源荒”威胁美国陆军实力
美国军方近日表示，目前陆军“兵源荒”问题凸显，陆军一

名负责征兵的军官表示，美国适龄青年中愿意加入陆军的比
例仅为0.4％，值得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部队岗位缺乏吸引
力、陆军待遇低下和氛围不佳、青年素质堪忧有关，未来可能
对美军的战斗力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陆军征兵司令部军士长安
东尼·鲍尔斯日前在华盛顿召开的美
国陆军协会年会上算了这样一笔账：
美国17岁至24岁的青年共有3340
万人，其中只有970万人体能体重达
标，身体健康，没有过违法行为、吸毒
以及精神疾病，符合入伍标准。在这
些人中，除去已被大学录取的和不符

合陆军其他招录标准的，仅剩约170
万人，其中估计只有13.6万人对加入
陆军感兴趣。

鲍尔斯说，不少人参军是因为亲
戚朋友有从军经历，甚至一些家庭有
参军的传统，但随着参军人数比例不
断下降，了解军旅生活并愿意参军的
人也越来越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美国社会以往以参军为荣的风气
也在逐渐改变，不少人认为参军对年
轻人不是一条好出路。据美国《陆军
时报》报道，参军甚至被看作是最差的
工作之一。“美国大众认为青年人参军
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以
做，这让我感到遗憾。”美国军事观察

人士詹姆斯·考克斯说。
资深军事评论员胡文翰分析说，

美国陆军缺乏吸引力，主要有两个原
因：首先，美国陆军是美军各军种中待
遇最低、生活条件最差、服役环境最恶
劣，并且最容易遭遇战场伤亡的军种；
其次，部队氛围不佳，近年来美军丑闻

不断，女性官兵遭性侵事件频发，赌
博、酗酒、腐败问题也日益凸显。

对于征兵面临的困境，鲍尔斯说
陆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军队的
吸引力，其中包括缩短服役时间，增加
经济补偿，以及加大推介力度等。

此外，陆军还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来吸
引新兵。征兵司令部准备拿出3亿美元作
为入伍奖励、募兵奖金以及推介费用。

美国陆军募兵难是多年来的老问
题。分析人士认为，展望未来，“兵源
荒”问题将对美军战斗力生成和未来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美军未来如不能有效解决兵源
荒和兵员质量下降的问题，军事实力

下滑将在所难免，全球军事霸权地位
也将岌岌可危。”胡文翰说。

近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
报告，称美国陆军需要保持可随时投
入50个旅进入战斗的状态，但目前只
具备这一标准的38％至74％，属于

“虚弱状态”。
该基金会认为，美军整体作战能

力为“勉强及格”，并且向“弱”的方向
发展，美军当前“有可能具备”应对一
场大规模局部战争的能力，但无法同
时应对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如想改
变这一局面，锻造新型军事人才势在
必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青年素质堪忧A

陆军岗位吸引力差

威胁美国军事实力

新一轮勒索病毒来袭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中招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24日遭到新一轮勒索病
毒攻击。乌克兰敖德萨国际机场、首都基辅的地
铁支付系统及俄罗斯三家媒体中招，德国、土耳其
等国随后也发现此病毒。

法新社24日报道，新勒索病毒名为“坏兔
子”，采用加密系统防止网络安全专家破解恶意代
码，与6月底爆发的“NotPetya”病毒有相似的传
播方式，但“坏兔子”波及范围不及前者。

在乌克兰，敖德萨机场的旅客服务信息系统
24日下午遭到攻击停止运转。

基辅的地铁支付系统当天也遭到攻击，但地
铁运营未受影响。

俄罗斯最大的新闻通讯社之一国际文传通
讯社、《丰坦卡报》网站及另一家媒体24日也遭

“坏兔子”病毒攻击，国际文传通讯社发稿受到
影响。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伊拉克库区称愿 公投结果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政府24日晚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冻结”上月举行的库

区公投结果并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开启对话。
尚不清楚伊中央政府会作何反应。但美联社分析，伊中央政府不大可能接受这一提

议，因为中央政府开出的对话条件是废除公投结果。

库区位于伊拉克北部，由三个省
组成。库区政府与伊中央政府在伊拉
克北部一些土地的归属上有争议，涉
及石油资源丰富的基尔库克省。
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
克肆虐期间，库区武装控制了基尔库
克省。

9月下旬，库区政府不顾伊中央
政府强烈反对，在库区及基尔库克省
等争议地区举行独立公投，超过92％

的投票者支持独立。伊中央政府随后
出台多项反制措施，包括禁止往来库
区的国际航班。

上周，伊拉克政府军夺回基尔库
克省首府基尔库克市、该市周边油田
等争议地区，在一些地区与库区武装
发生规模较小的交火。据法新社报
道，大约30名库区武装人员在交火中
死亡。

24日晚，库区政府发表声明说：

“继续交战不会使任何一方获胜，只会
将国家推向混乱无序”。

库区政府向伊中央政府提议：立
即停火、停止在库区（即库区和争议地
区）的所有军事行动；冻结库区公投结
果；双方以宪法为基础开启公开对话。

这不是库区政府首次释放对话意
愿。库区政府19日表示，愿意与伊中
央政府就库区独立公投引发的政治危
机举行对话。

尚不清楚伊中央政府会对库区政
府最新表态作何反应。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17日表
示，库区独立公投已“翻篇”，希望库区政
府能够坐下来对话，解决双方政治分歧。

但他上月已表态，如果库区政府

希望与伊中央政府对话，就必须废除
公投结果。

路透社25日援引伊政府军一名
发言人的社交网站留言报道：“军事行
动与政治无关。”路透社解读，政府军
将继续开展针对库区政府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23日
到访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晤阿巴迪。

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声明，
会谈中，蒂勒森说，美国“在巴格达和
埃尔比勒（库区首府）都有朋友”，鼓励
双方进行对话，解决分歧。阿巴迪说，
伊中央政府“不想与组成伊拉克的任
何方面发生战争”。

美国对伊政府军和库区武装打击

“伊斯兰国”在伊势力的作战都提供了
武器、训练等支持。

美联社25日评述，失去基尔库克
市周边油田对库区政府在经济上打击
很大。而库区“传统盟友”美国和土耳
其持反对公投的态度，且没有“约束”
伊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这种局面令
库区领导人陷入困境。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愿意对话

美智库警告：

5600名极端分子已“回乡”
位于美国纽约的安全咨询机构苏凡集团24日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替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卖命后，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至
少5600名极端分子已回流返乡，威胁不容小觑。

报告认为，尽管这些人回国后卷土重来的可
能性有多大还不得而知，但一些回流武装人员陆
续转投菲律宾、埃及西奈半岛、阿富汗以及利比亚
等地的本土极端势力，恐将对各国安全部门的防
范工作构成不小挑战。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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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认购协议公告
认购我司创基·长乐居项目的13-13A03刘丽华、11-301杨薇、

11-706李友彬、11-806李友彬、11-807段迦鹏、11-903周斌、11-
906王昊燕、11-1001李友彬、11-1101郭敏华、11-1303马佳卉、11-
1306任金平、11-13A03高丰、11-13A05王英、11-13A06李友彬、
11-1507李友彬、11-17A07周斌、11-2007周晓华、13-907吴嵩、
13-1602张福连、13-1701张超、13-23A02张怡佳、13-23A03冯洁
阁下：我司执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保府【2017】5号文《关
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意见》，因您不能在限定期限内提供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限购政策要求的购房资格证明与两年社保或者
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故不符合购房条件。现我司正式公告通知阁
下：于本《海南日报》公告之日，阁下与我司签订的商品房内部认购协
议书立即解除。鉴于您收到认购解除协议通知书后拒绝提供退款账
号 ，故 您 所 交 的 款 项 将 自 动 存 入 我 司 退 款 专 门 账 户
46001006736053003354-0003，望您及时提取退款。特此声明！

海南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暂行办法》等规定，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五源河片区
（一期）博抚村征收改造，现将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一、项目名称：五源河片区（一期）博抚村征收改造项目。二、征收
范围：以海口市政府批复为准。三、征收期限：本决定发布之日起到征
收完成。四、征收主体：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地址：海口市秀英区
秀华路2号。五、征收实施单位：海口市秀英区五源河片区（一期）博
抚村征收改造项目指挥部，联系电话：68646030。六、征收补偿安置：
按《海口市秀英区五源河片区（一期）博抚村征收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
置方案》执行。七、被征收人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自本决定发布之日
起60日内依法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本决定发布之
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6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关于五源河
片区（一期）博抚村征收改造的决定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公告
（2017年第5号）

为解决兼职导游薪酬和正规执业的问题，维护广大
导游合法权益，我委决定由海南省旅游协会负责兼职导
游员登记和免费换发电子导游证工作。兼职导游员可
登录阳光海南网（www.visithainan.gov.cn）“兼职导
游换发电子导游证”专栏了解相关内容。

咨询电话：65366620，65366629；
地址：海口市琼苑路48号省旅游委第二办公区

102室。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7年10月2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496、497、498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潘民政、吴志媛、胡吉友与被执行
人海南祥昌实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登记在被执行人
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货运大道1号（现为椰海大道11号）“祥昌
花园”（现名“丹玺琉泉”）B3栋别墅1-3层102房、D2栋公寓楼
2-3层D2-A-01房、D3栋公寓楼4-6层D3-B-05房的不动产
权证书办理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潘民政、吴志媛、胡吉友名
下。现公告征询异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
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公 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海口市绿色长廊二期工程（一标）项目已于2015年2月13日完成
竣工验收，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同约定退还该项目质
量保证金，共计4155568.2元。如对项目工程款支付存在纠纷、异议、诉
讼仲裁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在本公告发布后7日内向我
司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具体如下：（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
司暂不予退还质量保证金，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尽快解决异议，待无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
退还质量保证金。（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约
定和相关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目各参建
方、施工相关方放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纠纷等
风险和责任概由该项目承包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与我司
无关。特此公告。联系人：张兆捷；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联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恢9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恢92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7年11月27日10时至2017年11月28日10时止
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 33 号瑞宏大厦 A1003 房。产权证号：
HK043122，证载建筑面积207.75平方米。起拍价：1200000元，竞买
保证金20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11月
13日起至2017年11月26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7年11月27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
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负担。咨询
电话：0898-66784702 (张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25日

我局正受理王兴星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2007）第322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二

环路东侧，土地面积为3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经实地调

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恒和家园，南至公路，西至任良定，北至公路，

坐 标 为 ：J1（X113907.233、Y21444.310），J2（X113902.775、

Y21458.632），J3（X113883.679、Y21452.687），J4（X113888.137、

Y21438.365）。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

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25日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

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现场服

务。会议时间：2017年12月8日-10日，会议规模：600人。

服务项目包含：会场布置、会议引导、餐饮、茶歇、住房安排、项

目考察、交通接驳等600人左右（含200人左右接送机）大会

服务工作。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

年有同类会议活动工作经验，接待过千人以上规模会议的

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0月25日至31日，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

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11月1日17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1397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1397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2月4日10时至2017年12月5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 http: //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
张开伦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25层G房，
建筑面积317.11平方米，评估价为3300481元，起拍价: 265万
元，保证金40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自 2017年 11月 1日起至
2017年12月3日16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请与委
托法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5日
10:0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3)标的所欠物业、水、电、燃气费由买受人自行承
担。(4)拍卖标的物的交易及过户按该标的物所在地的有关房地产
限购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784761 66784187 (林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18日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P02)
沪指收盘小幅上扬 四连涨冲击3400点

盘整蓄势上攻 聚焦三大主线

(H02)
人行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入驻海口农商银行

刷脸即可查询个人征信报告

(H05)
服务企业对接资本 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金元证券为地方经济发展不遗余力

(H01)
前三季度，全省小贷公司累放70399笔，金额54.51亿元

小贷公司渐成海南经济发展的又一支生力军

(H12)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

海南互联网农业的探索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