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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公告

海南通亚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你司于1996年取得一宗位于我市通什镇海榆中线208公里

处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为通国用（1996）第627号】以来未开发

建设，涉嫌构成闲置土地。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

定》和《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相关规定，我局现依法对上述宗地进

行调查，请你司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30天内向我局提供以下材

料：1、土地权利证明文件；2、宗地闲置原因说明及辅证材料；3、

土地开发利用情况说明。逾期不提供上述材料，我局将根据其

他调查材料进行闲置土地认定。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63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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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11HN0191

受委托，对海南省五指山体育训练基地运营项目，公开征选符
合条件的承托方进行承包运营。一、标的简介：海南省五指山体育
训练基地位于海南省五指山市，基地主要承担国家举重、拳击等重
竞技队伍的冬训转训服务任务，保障国家重竞技队伍备战奥运会训
练。基地总占地面积 25381.26m2（约 38 亩），建筑总面积达
24584m2。建有综合训练馆、奥林匹克综合楼、游泳池、沙滩排球训
练场等场馆及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及绿化。现已基本具备承接300
人规模的训练、食宿条件(详细条件以现场勘查确认为准）。
二、项目内容：为给国家队在五指山基地冬训期间提供食、宿、训、医
等方面全方位高品质服务，现公开征选具有国家运动队训练保障服
务或酒店运营管理等方面经验的专业公司对基地进行统一管理。
委托营运期及承包费：委托运营期限为5年；年承包费不低于50万
元。承包运营期间不得私自转包。三、确定承托方办法：通过综合
评审方式确定承托方。四、公告期：2017年11月27日至2017年
12月 8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
0898-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27日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
（一）2017年氯酸钠单价采购；
（二）2017年次氯酸钠（工业级）(重新）采购
详见采购招标公告（网络版）：《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aikouwater.com）。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26日至2017年12月1

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
（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6号水务大楼303室报
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代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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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购买招标文件，每个标的招标文件售价
200元，售后不退。投标保证金的金额：5000.00人民币（现金）。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招标网及《海口市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aikouwater.com）上发布。
五、联系人及电话：张先生、唐先生 0898-66269665

采购招标公告

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案

俄美“媒体战”动真格
美国政府打响对俄罗

斯的“媒体战”后，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5
日签署“外国代理人”法
案，对美国发起反制措
施。根据这项新法律，俄
罗斯将要求指定的外国媒
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俄国家杜马信息政
策、信息技术与通信委员
会主席列昂尼德·莱温表
示，普京签署上述法案是
对美方打压俄罗斯媒体
的对等反制，是应对美方
行动的被迫之举。

这轮俄美“媒体战”由美国方面首
先发起。美方一直指责俄罗斯官方媒
体以“假消息”形式秘密干扰去年举行
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左右选举结果。俄
方坚决否认这一指责，美方则持续对
俄方采取行动。

本月9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兼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总编辑玛加丽
塔·西蒙尼扬说，美国司法部要求这家
媒体最晚于13日在美注册为“外国代
理人”，否则银行账户将遭冻结、在美
公司主管可能被逮捕，“总之公司将无

法继续运营”。
最终，为避免承担刑事责任，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美国频道于本
月13日在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
代理人”。

有俄专家认为，此举会影响这一

电视频道在美国的媒体公信力。
按照美方相关法律，“外国代理人”

代表外国政府等实体在美国从事与政
治相关活动。“外国代理人”需要定期向
美方报告与外国委托人的关系以及在
美国的活动和财务收支等情况。

对于美方做法，俄方表示将采取
针对美国媒体的对等措施，以“保护我
国公民不受美国媒体对俄罗斯赤裸裸
的干涉”。

最近两周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
先后表决通过“外国代理人”法案。

普京25日签署该法案，这项法

律正式生效。同日，俄罗斯政府法律
数据库网站公布了这项法律的具体
内容。

这项法律规定，俄罗斯政府有权
认定某些外国媒体为“外国代理人”。
这些媒体将与外国资金资助的非政府
组织一样，在向俄罗斯公众发布任何
消息时，都必须提及自己“外国代理

人”的身份。
此外，“外国代理人”必须向俄罗

斯政府登记，定期上交报告说明资金
来源、花销情况、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
管理人员等情况。

同时，俄罗斯执法部门还可以对
“外国代理人”进行抽查，以确保对方
遵守法律规定。

俄罗斯外交部上周公布了可能
被指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名
单。该名单列出9家美国支持的媒
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以及7家由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经营的俄语和其他语种
媒体。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由美国首先发起

俄罗斯“以牙还牙”

不再为在叙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

美军对库政策或大转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4日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通电话，向后者表示：美国将不再向叙利亚

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装备。这一表态符合土方长期以来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诉求。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
武什奥卢说，特朗普在电话中告知
埃尔多安，他已经向美国军方高层
下达指令，不再向在叙库尔德武装
提供武器。

“当然，我们对此非常高兴。”恰
武什奥卢说。

美国白宫随后证实了土方说
法。白宫表示，特朗普这一决定与
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一致”。

上个月，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民主军”
已经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
利亚的大本营拉卡。

库尔德武装是土耳其政府的心
头大患。土耳其政府此前多次指
责，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
国”目标过程中过度倚重库尔德武
装“人民保护部队”。

“人民保护部队”是“叙利亚民
主军”的成员，获得美方武器装备和

军事训练支持。
然而，与美国同为北约成员的

土耳其认定，“人民保护部队”是土
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分
支，也属“恐怖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
试图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伊拉克、伊

朗与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
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美国和
欧盟列为恐怖组织。

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
姆曾明确警告，如果“人民保护部
队”对土耳其构成安全威胁，土耳其
将毫不迟疑发起报复行动。

美联社报道说，现不清楚美国
在与土耳其通气前是否已告知“人
民保护部队”自己的政策变化，也难
以评估此变化对叙利亚战局有何影
响。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华盛顿
记者劳拉·比克分析说，“停止提供
武装”将意味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

政策的“重大转变”。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白宫

方面的说明没有提及要“收回”特朗
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承诺提供给

“人民保护部队”的武器装备，这也
是土耳其政府的要求之一。

比克分析说，随着在叙利亚打
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渐趋尾声，美

国已在重新评估是否需要调整美军
在叙利亚战场的存在，但无论作出
何种调整，可以肯定美军不打算离
开叙利亚。

目前大约有 2000 名美军士兵
驻扎在叙利亚，其规模比奥巴马任
期内大大增加。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土方“非常高兴” 土耳其政府的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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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突尼斯11月25日电（记者李远）
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海军下属的海岸警卫队25
日宣布，在利比亚西部海域打捞起31具偷渡者遗
体，并救起约200名偷渡者。

海岸警卫队第一分队指挥官阿布－阿杰拉·
阿马尔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天早上，海岸警卫队巡
逻队在西部城市加拉布里以北24海里（约44公
里）的海域发现一艘载有100多人的橡皮艇。

阿马尔说：“当巡逻队抵达时，橡皮艇已经倾
覆，旁边有几十具遇难者遗体，水中还有许多穿着
救生衣的非法移民，身体状况极差。”根据初步掌
握的信息，橡皮艇因超载而倾覆。巡逻队共打捞
起31具遗体，并救起约80人。

阿马尔说，巡逻队带着幸存者返回的黎波里
海军基地的途中，又发现另一艘载有120名偷渡
者的橡皮艇，于是将他们一并带回。

31名偷渡者
利比亚西部海域溺亡
约200名偷渡者被利海岸警卫队救起

11月25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一海军基地，
人们将偷渡者遗体搬下船。 新华社发

美克利夫兰市发生枪击案
致1死5伤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5日电（记者孙丁
刘阳）据美国媒体25日报道，美国俄亥俄州克利
夫兰市24日晚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一名未成年
人死亡、另外5人受伤。

当地警方25日说，枪击案发生在24日19时
30分左右。案发时，有大批青少年聚集在当地东
区一家酒类专卖店附近，枪手包括3到4名男性。

克利夫兰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姆斯说，警方正
在进行调查，并寻求民众帮助以查出嫌疑人下落。

巴厘岛火山再次喷发
中国公民应谨慎前往

据新华社雅加达11月26日电（郑世波）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上的阿贡火山25日下午再次喷发。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26日在官网上发布公告，紧
急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巴厘岛旅游。

目前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航空预警已升至
最高级“红色”，一些国家的航空公司已取消往返
巴厘岛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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