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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海甸岛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E04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金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用地属海甸岛片区E0402地块，规划
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由于原规划的污水处理厂配套功能已无法
实施，从海甸岛片区的整体规划定位考虑，该地块不宜再作为工业用地
开发，拟对E0402地块规划性质及指标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

（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1月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
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1月22日

根据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原名称海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7日更名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铁
路”）及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海铁路”）、海南铁路
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经开”）三方的股东会决
议，海南铁路拟吸收合并粤海铁路、海南经开。合并完成后，海南
铁路继续存续，粤海铁路、海南经开将注销。合并前各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海南铁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75,000万元（实缴）、
粤海铁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65,603.56万元（实缴）、海南经开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实缴）；合并后海南铁路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3,041,603.56万元（实缴）。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
海南铁路承继，海南铁路、粤海铁路、海南经开原有债务由合并后
存续的海南铁路承担，合并各方的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向原债务人申报确认债权，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合并各方以向债务人发出本次吸收合并的通知书及刊登本

公告的方式，向本次合并各方公司债务人告知海南铁路吸收合并
粤海铁路、海南经开事宜，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债务人，则由海南铁路依法继续按原约定履行合
同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毅
电话：089831684061（座机） 13907574888（手机）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驰
电话：089831686403（座机） 13876362305（手机）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
海南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勇
电话：089831686081（座机） 15120669185（手机）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2日

吸收合并公告

海口东站国际商业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凤翔西路于龙昆
南路交叉口东南区，紧邻海口高铁东站，公交总站及海汽客运
站。项目占地面积约50亩，总建筑面积为19.4万平方米。现对
该项目电影院进行公开比选招商。请有意参与该项目的电影院
公司踊跃报名。

1.报名材料：企业营业执照样本（具有影院经营资质），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商业方案、企业运营案
列等。

2.报名时间：2017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法定公休日，
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00。

3.比选方法：2017年12月15日(暂定)进行初步比选，择优
选取出3-4家进行深入磋商，最终根据磋商结果确定中选单位。

4.联系方式：地点：海口市海盛路与港澳大道交叉口西南侧
蓝城商务大厦8楼寰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邢先生，联
系电话：139-7665-5883。

公 告

2017年11月17日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7年11月29 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按现状净价
拍卖海南乐普生百货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参考价：人民币1424
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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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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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
控制人等。标的展示：自见报之日起至 11月28日止。办理竞买
手续截止时间：2017年11月28日17:00止，以竞买保证金到账
为准。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电话：0898-
31355988 13322013003。网址：www.typm.com。委托方监
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12760 68650464。委托方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
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20日宣布将朝鲜重新
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
单，进一步加大对朝施压力度。分析
人士认为，此举恐造成美朝之间紧张
对抗加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
议上宣布这一决定，并表示将朝鲜重
新列入名单后，美财政部将采取更多
对朝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下午在白
宫记者会上承认，将朝鲜重新列入名
单“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实际影响可
能有限。

美国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将朝

鲜列入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2008年10月，美布什政府根据美朝
双方就朝核设施验证问题达成的协
议，宣布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名单中除名。目前，美国“支持恐
怖主义国家”名单上还有伊朗、苏丹和
叙利亚三国。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将朝鲜
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
举动很可能造成美朝之间紧张对抗加
剧，无益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半岛局
势的稳定。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韩
关系研究所助理所长珍妮·汤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美方此举传递出来的

信息是，美国不大可能在近期内与朝
鲜重开谈判，显然会被朝鲜视作又一
项敌对行动，对缓解紧张局势只会产
生反作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金骏远表示，美国重新给
朝鲜戴上“支恐”帽子可能会让美方今
后冻结朝鲜资产和制裁一些外国银行
时有更多依据，但无助于改变当前的
朝鲜半岛僵局。

1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一）在内阁会议上
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恐
怖主义国家”名单。 新华社/美联

美国宣布

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恐国家”名单
美财政部将采取更多对朝制裁措施

“秘密联系”？

以色列似有意与沙特联手对付伊朗
以色列安全内

阁成员、能源部长尤
瓦尔·施泰尼茨 19
日说，以色列与包括
沙特阿拉伯在内的
“许多”阿拉伯国家
保持“秘密联系”。
只不过考虑到对方
意愿，以方先前一直
未对外公开这一情
况。

以色列与阿拉
伯国家长期对立，但
在以沙特为代表的
逊尼派国家与以伊
朗为代表的什叶派
阵营角力升级之际，
以色列与沙特之间
的一些“亲密”举动
引发外界猜测：两国
似乎有意协同制衡
伊朗。

施泰尼茨19日接受以色列军队
电台采访时，首次承认以方与包括沙
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保持“秘
密联系”。

被问及以方为何“隐藏”这些联系
时，他回答：“我们与许多阿拉伯国家、
伊斯兰国家保持着关系，其中一些是

秘密关系。通常是对方希望不要公
开。发展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尊
重对方的意愿，无论是与沙特还是其
他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施
泰尼茨认为，以方与包括沙特在内的
阿拉伯国家保持接触，可在伊朗核问

题上争取后者支持。以色列一直将伊
朗核计划视为最大安全威胁，认定伊
朗核问题协议无法阻止伊朗寻求发展
核武器。

沙特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未就施泰
尼茨的说法作出回应。但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上周暗示以方与

“温和的阿拉伯世界”保持联系。他表
示这种日益加强的密切接触非常积
极，有助维护区域安全局势。

同在上周，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
加迪·埃曾科特接受沙特“伊拉夫”新
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做好准备，
愿与沙特共享情报，共同对付伊朗。

由于巴以问题、阿以矛盾持续几
十年，以色列长期与阿拉伯国家对
立。尽管以色列和沙特都把伊朗视为
老对头，但现实政治需要能否超越历
史宿怨，让以色列同沙特等阿拉伯国
家形成“密切联系”，仍有待观察。

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
16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沙特2002年
提出的和平倡议是阿拉伯国家与以
色列发展正常关系的基础。内塔尼

亚胡曾表示以方“暂时支持”这一倡
议的部分内容，但以色列也曾就此多
次发出警告。

2002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
议一致通过这一和平倡议，要求以色
列遵守联合国相关决议，全面撤出自
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
接受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
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根据联合
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公正解决巴勒斯

坦难民问题。在此基础上，阿拉伯国
家将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并在实
现全面和平的前提下逐步与以色列建
立正常关系。

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哈桑·伊比什认为，以方“有
意放大”与沙特的互动，是希望减少以
色列在解决以巴问题时付出的代价。

美国外交学会中东事务高级分
析师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则认为，

沙特与以色列的合作“有很大可能
性”继续深化，以色列高官接受沙特

“伊拉夫”新闻网站采访这样的标志
性互动会时常出现。对沙特而言，与
以色列公开合作或让步在政治上是
危险的；但沙特“似乎需要”制造更多
的政治议题以搅动国内政局。阿拉
伯国家关心巴以问题，但更关注自身
的政治需要。

包雪琳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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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新华社快讯 津巴布韦议会21日宣布，穆加

贝辞去总统职务。

尼赫鲁—甘地家族第四代
有可能领导印度国大党

印度国民大会党官员20日透露，这一印度最
大反对党下月将举行党主席选举。外界广泛推
测，尼赫鲁—甘地家族第四代、国大党副主席拉
胡尔·甘地届时将接替母亲索尼娅·甘地，成为新
一任党主席。

现任党主席、现年70岁的索尼娅·甘地还没
正式宣布卸任决定，但国大党官员穆拉帕利·拉
马钱德兰在20日的党高层会议之后对外透露，国
大党将于下月选举党主席。12月4日为提名党
主席候选人的最后期限，16日举行投票。

国大党上次选举党主席是2010年，索尼娅·
甘地当选。47岁的拉胡尔·甘地2013年被选为
国大党副主席后，外界广泛猜测他未来会成为母
亲的继任者。

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国大党执政年份合
计近半个世纪，拉胡尔·甘地的外曾祖父贾瓦哈
拉尔·尼赫鲁、祖母英迪拉·甘地和父亲拉吉夫·
甘地先后以国大党领袖身份当选印度总理。
2014年议会选举中，以拉胡尔为总理候选人的
国大党以较大劣势不敌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失去政权。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尼日利亚发生一起
自杀式袭击
目前已造成50人死亡

据新华社阿布贾11月21日电 （记者张保
平）尼日利亚警方证实，尼东北部阿达马瓦州21
日早晨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目前已造成50人
死亡，警方正在进一步确定受伤人数。

据了解，袭击者为一名17岁男孩。当地时间
21日早晨5时左右，该男孩身穿炸弹背心，在距
离喀麦隆边境10公里的穆比小镇一座清真寺里
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救援人员说，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一些伤者的伤势非常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