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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椰艺广场”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建五横路北侧地段，
建设单位为文昌椰之韵有限公司，属《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范围内，现建设单位申请该项目的规划许可和太阳能
补偿建筑面积，规划方案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4249.91m2，总建筑面积 9006.8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268.24m2，地下建筑面积1738.691m2），补偿前计容建筑面积
6452.4 m2，补偿后计容建筑面积6374.4 m2，容积率1.5（补偿
后），建筑密度29.99%，绿地率35.05%，建筑高度7层（27m）,总
户数26户，停车位43辆。根据在《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管理暂行办法》，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
面积78m2，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78m2，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
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
方案和太阳能补偿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12月6日至12月20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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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椰艺广场”项目报建方案和太
阳能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2月6日

安保服务招标公告
第187医院安保服务招标因前期投标单位

少于3家，现拟重新组织招标。诚邀有意者在

2017年12月11日前，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口市

龙昆南路100号第187医院院务处报名。

联系方式:赖助理，139768988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7医院

2017年12月6日

东方市大田镇牙炮村代龙坡耕地开垦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人：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兴

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概况：项目区建设规模为3978.99亩，预计
新增耕地1896.05亩，主要建设内容有：土地平整水田面积320.21亩；
输水管道3条，总长3950米，灌溉管道5条，总长1904米；一级田间道
2条，总长5260米；二级田间道7条，总长4137米；配套设施包括路涵
12座、拦水坝1座、漫水桥1座、人行桥21座、放水口66座、蓄水池3
座、交叉路口14座、回车台4座、下坡田道56座、交通标志牌8块等。
工期：27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方工程、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等（详
见施工图）。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或以
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详细信息请登录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联系人：周工18876936636

关于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沈爱花不慎遗失老城集用（2011）字第0283号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登记座落为老城镇旧市场，登记面积52.50平方米，该土地
权利人已于2017年9月19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
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
老城集用（2011）字第028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局地籍岗（电话：
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原
证作废。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8日

澄国土资告字[2017]28号

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海南九龙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位于我县三才镇669.84亩土地（土地证号为：陵国用（三）第
14109号），存在不按约定时间开工建设等情况，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
闲置土地认定的规定，已涉嫌构成闲置土地。本机关依法对上述宗地
进行调查，请你方接受调查，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机关
提供以下材料：（一）土地权利证明文件；（二）宗地是否闲置的原因说明
及辅证材料；（三）其他相关材料；你单位应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逾期不提供材料的，不影响本机关依法对闲置土地进行认定。

特此通知。
联系人：林宏圣 联系电话：15103607658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3日

陵国土资〔2017〕19号

海南文昌滨海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金
椰园小区”项目位于文昌清澜开发区，该项目整体已取得修规
批复，修规批准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33332m2，总建筑面积
97664.68m2，容积率0.73，建筑密度19.8%，绿地率68.2%，停
车位413辆。现建设单位向我委申请调整原批准修规中E-
08、E-09、E-10#楼的方案，主要指标调整情况为：原批修规
E-08、E-09、E-10#楼总建筑面积均为399.69 m2；调整后总
建筑面积均为295.88m2。调整后的规划指标在修规内整体平
衡。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
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筑方案调整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12月6日至12月20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

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

（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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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金椰园小区E-08、E-09、E-
10#楼建筑方案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2月6日

美国政府3日宣布退出由联合国
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
理由是这一多边谈判“损害美国主权”。

联合国去年9月召开首次难民和
移民问题峰会，包括美国在内的193个
会员国正式通过《移民与难民问题纽约
宣言》，争取在2018年制定《移民问题
全球契约》，以保护移民的基本人权，并
制定措施以帮助他们找到住处、工作，
获得受教育机会。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2
日说，联合国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法会损
害美国主权，退出协议是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决定。黑莉说：“只有美国
能制定美国的移民政策。”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国务
院宣布退出协议的声明中说，美国作为
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来到
美国的移民“安全、有序且合法”。

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宣布退出
时，距离联合国当天在墨西哥港口城市
巴亚尔塔举行的全球难民问题会议开
幕只有几小时。

联合国大会主席米罗斯拉夫·莱恰
克对美国的退出表达遗憾。按照他的
说法，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移民国家，本
应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认为，这份协议意在使各国
认识到移民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并建
立机制化的国际合作，无意“束缚”某一
国家或损害其主权。

莱恰克说，多边主义是应对移民问
题这一全球挑战的最佳途径。尽管美
国决定退出这一进程，国际社会不应该
放弃达成契约的机会。

这是美国今年第三次退出联合国协
定或组织。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应对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10月，美国宣布退
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按照《卫报》的说法，这一“退群”最
新举动将使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更加

“冰冻”。这一决定将取悦美国国内支
持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选民，但无
益于美国的国际地位。

周啸天（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又退群了
这回是联合国移民问题谈判

德国欲“砸钱”
送走难民

德国内政部3日说，未能申请到避难身份
者如果自愿返回祖国，德国政府将为他们提供
最高3000欧元（约合2.36万元人民币）的财政
补助，帮助他们回国安家。

德国《图片报》最先报道了这项新政策，这一
消息得到内政部证实。内政部说，德国政府今年
2月就发布了一项针对避难申请失败者的支持计
划，而最新的财政补助是该计划的新增内容。

根据这一新政策，如果未能申请到避难资
格的家庭自愿返回祖国，将获得价值3000欧元
（2.36万元人民币）的物品和服务。同时，申请避
难未能成功的个人如果愿意回国，则可获得价
值1000欧元（7863元人民币）的物品和服务。

德国《图片报》援引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
齐埃的话报道：“如果你在明年2月前自愿回
国，我们不仅会帮你安家，还将在你回国的头一
年为你提供住房费用的补助。”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最高法放行

特朗普新版入境限令全面生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日裁决，等待上诉期间，美国政府最新版入境

限制令全面生效。
这并非对入境限制令的最终裁决。两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定于本

周听取针对入境限制令合法性的辩论。
法律专家推断，对入境限制令是否合法的审理最终还得由最高法

院接手；从4日裁决可以看出，最高法院的态度已经明了。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
月 24 日签署第三版、即最新版
入境限制令。根据限制令，10
月 18日开始，乍得、伊朗、利比
亚、朝鲜、叙利亚、也门和索马
里公民及委内瑞拉部分政府官
员不得进入美国。

特朗普政府说，入境限制令
旨在保护国家安全。而反对者认
为，限制令涉及多个穆斯林占人
口多数的国家，是宗教歧视。

10月，位于夏威夷州和马里
兰州的联邦执法区法院先后裁
决，禁止最新版入境限制令部分

内容生效。针对朝鲜和委内瑞拉
的内容不在受阻之列，如期生效。

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
大法官中，7人支持解除夏威夷州
和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的禁
令，2人反对。美国政府得以全面
执行最新版入境限制令。

白宫发言人霍根·吉德利
说，联邦最高法院当天的裁决没
有令白宫惊讶。入境限制令针
对的国家呈现“明显的恐怖主义
威胁”，这一限制令“合法、对保
护美国很重要”。

吉德利说，“一些法院仍在
审理（有关入境限制令的）诉讼，
我们期待更彻底地保护入境限
制令。”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
发表声明，宣称对“美国民众的安

危、安全”而言，联邦最高法院的
裁定是“大胜”。

针对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
曾就最新版入境限制令向联邦执
法区法院领衔提起诉讼的美国公
民自由联盟表示“遗憾”。这一团
体的律师奥马尔·贾德瓦说，“特
朗普总统对穆斯林的偏见不是秘
密”，“限制令全面生效令人遗憾，
但这一裁决不是对我们诉讼的最
终裁决。”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位
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美国联邦
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分别定于6日
和8日听取原告与被告有关最新
版入境限制令是否合法的陈述。

前一场法庭听证针对夏威
夷州政府提起的诉讼，后一场针
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团体提
起的诉讼。

联邦最高法院4日要求上述两
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尽快裁决。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不是最终裁决

特朗普今年 1 月底签署入
境限制令，在 120 天内禁止所有
难民入境，在 90 天内禁止伊朗、
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
也门和伊拉克 7 国公民入境，无
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一
家联邦地区法院 2 月初冻结这
一限制令。

3 月，特朗普签署第二版入
境限制令，不再把伊拉克公民
列入限制入境国家清单，撤销
针 对 叙 利 亚 难 民 的 无 限 期 禁
令，修补多处法律和操作层面
漏洞。两家联邦地方法院随后
冻结限制令。6 月，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

在 最 高 法 院 发 出 进 一 步 通 知
前，执行第二版入境限制令大
部分内容。

第二版入境限制令9月24日
到期当天，特朗普签署第三份入
境限制令，将朝鲜、委内瑞拉和乍
得列入，删去苏丹。

（据新华社电）

允许入境限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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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名几内亚非法移民
从利比亚被遣返回国

据新华社阿比让12月5日电（记者陈晨）
科纳克里消息：几内亚外交与海外侨民部4日
发布消息说，过去一个月内已有872名几内亚
非法移民从利比亚被遣返回国。

几外交与海外侨民部秘书长哈迪·巴里说，
在几内亚政府、国际移民组织和欧盟的帮助下，
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872名非法移民在11
月1日、7日、13日和28日分四批抵达几内亚
首都科纳克里。巴里说，在利比亚仍有大量几
内亚非法移民，目前有超过300人已确定身份，
等待被遣返回几内亚。

据悉，几内亚政府将向被遣返的非法移民
提供食物，并组织职业培训等项目帮助他们重
新融入社会。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11月30日说，目前，
在利比亚的非洲移民约有40万至70万人，已
发现超过40个非法移民营地。在未来几天或
几周内，联合国、欧盟、非盟将开展紧急撤离联
合行动，救援非洲移民。

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利比亚安
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无法对海岸边界实施有
效管理。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
移民纷纷以利比亚为中转站，穿越地中海偷渡
至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