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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三亚市创意产业
园控规CY03-05-01、CY03-11-02和CY03-11-04地块相关情况
说明的函》（三创园函〔2018〕18号），该宗地属海洋产业类用地。按照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社会投资项目参考经济技术指标的
通知》（三府〔2014〕159号）的要求，该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
亩，年产出强度不低于500万/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30万/亩。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根据《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控规CY03-11-04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港口用地（H23）。按照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竞
买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地使用权，须在该宗地上建设用于
相关试验船舶停靠和补给的泊位、船舶维修场所等项目；须按照园区
规定要求完成产值比例和相关税费；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后现场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三亚市产业用地发展协
议书》（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款），并严格按照《三亚市
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
责任。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631万元整（土地评估价格的60%）。竞
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28日到三

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
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
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8年2月2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
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8年2月13日09时00分至2018年3月2日16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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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
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
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该宗地位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CY03-11-04 地块，面积

45974.7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45936.07平方米），其涉及压占
海岸带200米范围的面积为16216.97平方米（涉及压占海岸带200米
范围的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6203.00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港口用

地（国标代码：H23）。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实施细则》第九条规

定“在海岸带陆域200米非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
建筑物的，应当符合省和市县总体规划。除下列情形以外，省和市县
总体规划在海岸带陆域200米非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内，不再规划
新建建设项目。(一)港口、码头、滨海机场、桥梁、道路及海岸防护工
程、污染物处理处置排海工程等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经核
实，该宗地用地规划性质为港口用地，符合我市总体规划，且在海岸
带陆域200米非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内，因此可办理项目用地供应
手续。同时，结合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7〕343号文，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装修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省颍川历史研究会
二、装修工程项目与概况：海南省陈氏大宗祠土建筑群,七

幢房子总装修面积4640㎡，其中两幢房子包括土建和装修面
积2400㎡。

三、投标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法人资格、古建筑装修施
工贰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施工能
力，特别要求具有古建筑装修经验，熟悉掌握古建筑装修技术
的工程公司。

四、招标文件、图纸的获取。
有意者请于 2018年 1月 25日前携带有关资料到海口白

龙南路海鲜第一家富贵楼一楼海南省颍川历史研究会办公室
报名购买招标文件。

五、联系方式：办公电话65319381 陈小姐15203652624

安晓静,公司定于2018年2月23日上午9:30分在海口市

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3单元16楼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

会议室召开股东会。

讨论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请所

有股东或者持有股东委托书的委托人，准时参加会议。如未参

加的股东将视为您放弃投票权。联系人: 黄碧霞，联系电话:

13907599894

特此通知
海南江平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2 日

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届
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江平投资有限公司

现有三亚市区核心路段商业铺面对外招商，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商房产情况： 1、房产位置：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食品
厂安置区底商铺面（果喜大酒店后）； 2、出租用途：商业经营； 3、
可租面积：约8290平方米； 4、资产所属方：三亚市天涯区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

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标。

三、报名和竞标时间、地址：1、报名时间：2018年1月22日至

2018年2月21日；2、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水蛟路天涯区城投公司

四、咨询电话：0898-88331984 0898-88332514

五、联系人：13876942407（付先生）13998630223（陈先生）

招 商 公 告

土耳其军队入叙打击库尔德武装

土叙边境燃起

土耳其宣布发起军事行动
后，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强
烈谴责土方行动，称这是对叙利
亚主权的再一次“野蛮侵犯”。
对土耳其外交部称事先向叙方
通报了这一行动的说法，叙外交
部予以坚决否认。

就土耳其行动，美国国防部
长詹姆斯·马蒂斯21日证实，土
耳其方面事先告知了美国方面，
美方仍在通过外交渠道与土方
磋商。

俄罗斯国防部20日说，由于
土耳其军事行动，俄罗斯军队撤
离阿夫林地区，以确保自身安
全。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当天与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
勒森通电话讨论阿夫林局势，内
容包括“旨在确保叙利亚北部稳
定的措施”。俄外交部对阿夫林
局势表示关切，呼吁土方“克制”。

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
利21日向土方喊话。她告诉法
国电视3台，“（土方）这一作战

……必须停止”。她说：“我们优
先考虑的事是打击恐怖主义。”

伊朗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
说，希望土耳其立即终止在叙利
亚阿夫林发起的军事行动，避免
叙北部危机进一步恶化。伊方
正密切关注土耳其在叙军事行
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西米
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
的不负责任、挑衅性的干涉行
为，是叙利亚危机恶化根源。

（综合新华社1月22日电）

土耳其军方21日说，代号“橄榄
枝”的行动20日开始以来，土耳其战机
和大炮击中阿夫林地区153个目标，包
括“人民保护部队”的掩体和武器库。
土军方20日说，炮击和空袭造成人员
伤亡，伤亡者都是库尔德武装人员。

“人民保护部队”一名发言人21

日说，土军20日的炮击和空袭致死
10人，包括 7名平民。这名发言人
说，土军试图进入阿夫林地区，但“我
们挡住了进攻”。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穆斯塔法·
巴利当天说，土军20日以来试图进入阿
夫林，但被“击退”；土战机仍在打击这一

地区。巴利说，“叙利亚民主军”已增援
“人民保护部队”，以保卫阿夫林地区。

土耳其NTV电视台报道，土总理
耶尔德勒姆21日说，“人民保护部队”
当天向靠近土叙边界的土耳其基利斯
市发射6枚火箭弹，两人受伤，无人死
亡。耶尔德勒姆还说，土军行动覆盖

的地区有6000至1万名恐怖分子。
基利斯省省长穆罕默德·泰基纳尔

斯兰证实，基利斯
市遭火箭弹袭击。

“他们向我们发射
一枚火箭弹，我们
就将还以100枚。”

耶尔德勒姆21日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地时间
21日11时5分，土军跨过土叙边境，
进入阿夫林地区。

耶尔德勒姆说，土方军事行动的
目的是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一个长约
30公里的“安全区”。

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

报道，土军21日进入阿夫林地区，已
距土叙边界5公里，与受土耳其支持
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
军”一道行动。

土耳其多安通讯社播发了土军
坦克和装甲车在野外行进的照片。

“人民保护部队”是叙利亚反政
府武装“叙利亚民主军”中的主导力

量，受美国支持，目前控制叙利亚东
部和北部部分地区。

土耳其政府视“人民保护部队”
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将
其列为恐怖组织。近几个月来，土政
府多次宣称要扫除叙利亚阿夫林和
曼比季地区的“人民保护部队”势力。

土军18日发起对阿夫林地区新

一轮炮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20日宣布，土军开始对
阿夫林的空中和地面行动。

21日晚些时候，埃尔多安在土
耳其布尔萨市发表讲话时说：“我们
将很快结束这一行动。恐怖分子正
逃离那里，我们将抓住他们。我们
的飞机在轰炸他们，地面行动也已

开始。”
这是自叙利亚2011年陷入内战

以来，土耳其军队第二次进入叙利
亚。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土
军在叙利亚境内阿夫林以东地区展
开“幼发拉底盾牌”行动，与“叙利亚
自由军”一道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及“人民保护部队”势力。

当地时间21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打击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人民保护部队”则称，土军试图攻入阿夫林
地区，但被“挡住”。土军连日来炮击阿夫林地区，20日发起对阿夫林的空中与地面行动。叙利亚政府强烈谴责土方军事行动。

土耳其出兵，美土俄棋局怎么走
土耳其 为啥出兵？

依照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的说法，“橄
榄枝行动”将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推进，目的是在阿夫林
建立一个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

库尔德势力一直是土耳其心头大患。土耳其最为人
所知的分裂组织是库尔德工人党。这一组织1979年创
建，试图借助武力在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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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土政府认定

“人民保护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
新华社前驻安卡拉分社首席记者郑金发说，一方

面，土耳其政府一直担心叙境内库尔德势力坐大，危及
国家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近年
支持以“人民保护部队”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为后
者提供军事装备和培训，本月中旬又宣布将为维护叙边
境安全与“叙利亚民主军”共同组建新的武装部队，触
及土耳其政府“红线”，成为它这次出兵的直接原因。

随着土耳其
出兵，美土俄三
方角力加剧，给
美土、俄土和美
俄关系增添微妙
变量。尤其是美
俄关系，双方“摩
擦面”可能因这
一热点事件而放
大，凸显两国掩
盖在叙利亚反恐
目标下的地缘政
治博弈。

1月21日，在德国波恩，德国社民党主席马
丁·舒尔茨（前中）与党代表们在特别党代会上举
手表决。

德国议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21日
在波恩召开特别党代会，表决同意该党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 新华社/法新

德国社民党同意
与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

朝鲜艺术演出考察团
抵韩进行踩点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21日电（记者郭爽）美
国从事商业航天的私营企业“火箭实验室”21日
宣布，该公司当天从新西兰发射一枚搭载三颗小
卫星的“电子”火箭，这是该型火箭首次成功将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

在三颗小卫星中，有两颗是美国斯派尔公司
制造及运营的“狐猴－2”气象卫星，另一颗为美国
星球公司研制的地球成像卫星。火箭实验室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彼得·贝克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此
次发射是该公司“进入商业运营的重要一步”。

与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相
似，火箭实验室也希望能降低人类进入太空的成
本。有所不同的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主要研发
可重复使用的大型火箭，而火箭实验室主要发展
小型火箭，旨在满足客户发射小型卫星的需求。

“电子”火箭长17米，直径1.2米，重10.5吨，最高
载荷为225公斤，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载荷高达
20多吨的“猎鹰9”火箭小得多。

美私企“火箭实验室”
首次成功发射卫星

1月21日，在韩国江陵市，朝鲜三池渊管弦乐
团团长玄松月对演出场地和音响设备进行检查。

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玄松月率领的朝方
艺术演出考察团21日经陆路抵达韩国江原道江
陵市，对平昌冬奥会之际朝鲜艺术团访韩演出进
行提前踩点。 新华社发（李相浩摄）

越境行动 土耳其想在叙境内建一个长约30公里的“安全区”

遭遇抵抗 “叙利亚民主军”已增援库尔德武装

他国关注 出兵前土耳其与美国通了气

俄罗斯 乐得观望？

土耳其出兵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一直斡旋叙利
亚局势的俄罗斯似乎取“观望”姿态。

俄罗斯外交部先前说，俄方人员已撤离阿夫林地
区。土耳其NTV 电视台报道，土总理耶尔德勒姆21
日说，就土方军事行动，土方“在俄罗斯政府调解下，正
与叙利亚政府沟通……俄罗斯不反对这一行动”。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研究员李勇慧认定，某种程
度说，土耳其这次军事行动得到俄罗斯“默许”，“换句
话说，只有在俄土关系回暖背景下，土耳其才能采取这
样的行动”。

李勇慧说，俄罗斯暂时将采取观望态度，因为俄方
乐见土耳其军队借由军事手段牵制部署在叙利亚的美
军，让俄罗斯得以进一步巩固在叙控制地区。

“可以预见，俄美在叙利亚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今后
将更加激烈，”她说。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 想保存在？

作为引发土耳其军事行动的导火索，美国主导的
国际联盟决定在叙境内组建以库尔德人为主的“边境
安全部队”，意图值得玩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成昊说，
美国一方面仍有反恐考量，担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卷土重来，希望借助地方安全力量防范恐怖主义势力；
另一方面，美国想借反恐为由继续保持地区军事存在，
遏制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联盟
力量在地区坐大。

“美土双方表态和举措无助于缓和两国业已紧张
的关系，甚至可能加剧不信任和不理解，”孙成昊说，“美
俄关系则有可能因这一事件变得更为复杂。美俄先前
因拥有共同反恐目标而在叙利亚达成‘有限合作’，但随
着反恐任务重要性降低，掩盖在反恐目标下的地缘政治
博弈上升，导致两国间摩擦可能因特定事件而放大。”

战火

1月21日，土耳其坦克在哈塔伊省土叙边境地区集结。 新华社/法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