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天下人物

世界新闻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B05 综合

广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5HN0042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秀英大道一号车间1-2楼铺

面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为630.5平方米，租期3年，挂牌

底价为553500元/年。公告期：2018年6月1日-2018年6

月14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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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

士；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4HN00 23-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4个资产包（集装箱），第1资产包共
12个集装箱，挂牌价136200元；第2资产包共12个集装箱，挂牌价
201100元；第3资产包共30个集装箱，挂牌价563400元；第4资
产包共297个集装箱，挂牌价3083200元。集装箱规格型号分别
为20GP干货箱，20HC干货高箱，40HC干货高箱，制造日期为
2005-2013年不等。公告期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14
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
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5HN0040

受委托，按现状挂牌转让海口市和平北路申海大厦A-
503室西单元，挂牌价格为744687元。公告期：2018年6月1
日-2018年6月14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
（http://www.e- jy.com.cn）、海 南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
士；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1日

作 废 声 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后勤管理处原

印章因久用磨损、模糊。现声明作

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8年5月31日

福德大厦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蔡松（个人）建设的福德大厦项目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西侧，用

地面积1654.64m2，属海甸岛片区控规G0802地块。本次申报项目
拟建1栋地上11层、地下2层酒店式公寓，建筑占地面积326.96m2，
建筑总面积6011.13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664.49m2，地下建筑面
积2346.64m2），物业管理用房53.53m2，首层架空244.13m2。经审
查，申报方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建筑南侧后退规划的公
共停车场6.1米，东侧后退9.82米。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6月 1
日至6月 14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曾振欣。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E58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和风家园项目安置房二期用地拟选址于琼山大道东侧，用地规模

50亩，属江东组团片区E5801地块，现控规指标无法满足安置需求。
为支持安置房建设，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拟对E5801规划指标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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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工作日（2018年6月1日至6月22日）。2、公示地
点：海口市规划网站（ghw.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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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日

为加强马岛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促进马岛及周边区域的

合理保护利用，规范马岛使用秩序，科学、合理、持续地保护和

利用马岛。澄迈县规划委员会委托海南赶海人海洋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澄迈马岛保护和利用规划》，于2018年5月17日通

过专家评审会，2018年5月18日通过澄迈县规划领导小组会

议审议。现向社会大众公示，若有异议，请联系：67636171

1、植被保护区域主要目的是保护
马岛植被资源，包括马岛东南部红树
林、北部及西部刚种植的木麻黄防风林
分布区域。

2、沙滩保护区域主要目的是保护
马岛沙滩资源。依据马岛沙滩的分布
特征，将马岛北侧沙滩及周边一定范围
海域划为沙滩保护区域。

3、生态整治修复区主要是对马岛
生态环境进行整治及修复，包括现南部
养殖塘分布区和西侧与陆连接区。

4、开发利用区域主要是结合马村
港区规划用于港口码头建设，并借助开
发利用对原填海造地烂尾工程进行海
域、海岛的整治修复，根据港口建设需
要可以适度围填海和开挖疏浚。

监督单位：澄迈县规划委员会
联系电话：67636171

澄迈县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日

公 示

《澄迈马岛保护和利用规划（2018-2028）》的批前公示

1、项目概况：综合楼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48号，地面
建筑总面积13824.3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2256.46平方米，
分摊面积1567.93平方米，地面总层数16层，不含地下停车场。
第1-3层商务综合、第4-12层大小客房139间、第14楼会议室、
第13、15、16层大小房间49间不带卫生间。

2、出租人按标的现状招租，意向承租人报名即接受现状，特
请意向承租人注意风险防范，谨慎抉择。

3、租赁期限：7年或15年，由招租人评审报价后确定。
4、竞租保证金：报名参与竞租需缴纳保证金100万元，竞

租文件提交截止日到达指定账户。竞租保证金在确定为承租
人后转为履约保证金。如未竞得，竞租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无
息退还。

5、租金采用预付方式，每半年预付一次。
6、确认为承租人后30日内按出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文本签

订合同，否则视为违约，没收竞租保证金。
7、对意向承租人应为境内合法的独立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

不低于五百万元。意向承租人2013年1月1日至今应具有连续
经营3年（含）以上实际酒店管理案例相关业绩。

8、有意向的承租人请在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20持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和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
公章，到招租人处领取《中海油管道燃料化学(海南)有限公司综合
楼整体招租文件》，原件核验后当场退还。

9、招租人：中海油管道燃料化学(海南)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观海路98号中海石油会馆
联系人：蒙明浩
联系电话：0898-68523176

中海油管道燃料化学(海南)有限公司综合楼整体招租公告

新华社基辅5月30日电 被称于29日在乌克
兰首都基辅“遭枪击身亡”的俄罗斯籍记者阿尔卡
季·巴布琴科30日现身乌安全局的新闻发布会。

据乌通社报道，乌安全局局长格里察克在新
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杀害”巴布琴科是乌安
全局同巴布琴科本人共同策划的一个“专项行
动”，目的是防止巴布琴科被害。

格里察克称，乌安全局掌握的情报显示俄特
工部门雇佣杀手要杀害巴布琴科。他还说，乌安
全部门已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几小时抓获“杀手”。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安东·格拉先科
2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布琴科在进入位于基辅
市的住所时，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向他背部连开
数枪。巴布琴科在去往医院的急救车上死亡。

巴布琴科现年41岁，曾在《莫斯科共青团员
报》等媒体工作，2017年移居基辅，在乌克兰一家
电视台担任主持人。

被称在乌“遭枪击身亡”的
俄籍记者现身发布会

5月30日，在乌克兰基辅，阿尔卡季·巴布琴
科（中）出席发布会。 新华社/美联

美国国防部30日宣布，将美军
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
洋司令部，以彰显印度洋对美国日
益增强的重要性。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当天在司令部新老司令交接仪式上
说：“鉴于印度洋与太平洋关联度增
加，今天，我们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

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接替

哈里·哈里斯出任印度洋－太平洋
司令部首任司令。哈里斯已获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提名，转任美国驻韩
国大使。

马蒂斯声称，美国“与太平洋、
印度洋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对保持地

区稳定至关重要”。
美联社报道，太平洋司令部更

名具有象征性，不意味着兵力、军事
任务等方面有根本变化。

五角大楼前分管东亚事务的
助理部长帮办亚伯拉罕·登马克
说，除非美国后续跟进一系列规划
和投入，否则更名“终究只是象征

性举动……影响非常有限”。
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渴望扩

大在印度防务市场中的份额。过去
十年，美对印军售累积150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印度第二大武
器供应国。

美国与印度近年加强安全关
系，两国防长频繁互访。美印2016

年签署《后勤保障协定》，允许使用
对方国家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基地，
用于军事装备和人员的补给、维修
和休整。

“印度以及它与美国的关系可
能是我们在21世纪最具历史性的
机会，”戴维森上月说，“我打算积极
抓住机会。”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美军印太司令部首任司令：戴维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5月
30日宣布，太平洋司令部更名
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印
太司令部）。菲利普·戴维森
出任印太司令部首任司令。这
名海军四星上将将统辖美军全
球六大战区中覆盖区域最大的
战区。

戴维森是美军“海空一体
战”的倡议者之一，曾围绕美
国海军未来面临的挑战和竞
争态势发表过一些颇为“鹰
派”的言论。不过，戴维森的
军旅生涯主要是在欧美地区
度过，在亚太服役经验有限。

戴维森现年58岁，走的是典型
美国海军精英之路，先后就读于美
国海军军官学校和美国海军军事
学院，拥有物理学学士、国家安全
与战略研究硕士学位。

纵观戴维森的军旅生涯，作为

一名水面作战军官，他曾在护卫
舰、驱逐舰、巡洋舰、航空母舰等各
类舰艇上服役。2014年底，他出任
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兼美军
北方司令部海军部队司令。此前，
他曾任基地设在意大利的美军第

六舰队司令以及北约海军打击与
支持部队司令。

此外，戴维森担任过美国国务
院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
表的高级军事顾问、美军联合参谋
部战略和政策部门副主任等职。

戴维森曾在太平洋舰队短暂
任职，2000年至2002年任太平洋
舰队司令的助手。但戴维森在局
势复杂的亚太地区一线服役和指
挥的经验相对有限，令一些美军方
人士颇感担忧。

印太司令部总部位于夏威
夷，其前身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
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覆盖区域最
广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编内有近
37.5 万军人和文职人员，仅太平
洋舰队就有包括5个航空母舰战
斗群在内的约 200 艘舰船、近

1100架飞机。
在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中，印

太司令部举足轻重，戴维森对此心
知肚明。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
议对他的提名期间，戴维森提交书
面证词，毫不掩饰对维持美国在这
一地区影响力的渴望，称就任后的

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美在该地区的
军力部署、军备升级、作战准备、力
量投射等。

据美国媒体报道，戴维森先前
曾表示，部署在印太地区前沿的部
队以及轮换部队兵力不足，目前的
兵力结构和部署情况“不足以应对

印太地区的威胁”。他还声称，美
军应持续致力于配备新一代武
器，如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等。

观察人士认为，与被视为美军
方亚太政策“鹰派”人物的前任太
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相
比，戴维森立场或更加强硬。

目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内部有
不少麻烦事等着戴维森。

去年夏天，太平洋舰队旗下
的第七舰队接连发生两起军舰
撞船事故，不仅造成战舰受损，
还造成 17 名船员死亡，重创美
国海军士气。外界对太平洋舰

队的质疑一浪高过一浪。当时
主导事故调查的正是戴维森，他
的 结 论 是 事 故“ 原 本 可 以 避
免”。撞船事故造成多名海军高
官被解职，不过这也为戴维森

“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
此外，美国海军目前正在调查

一起大规模受贿案，涉及一名马来
西亚籍后勤承包商和在太平洋地
区服役的一批海军军官，这被视为
美海军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丑闻
之一。

针对这些事件的调查暴露出
印太司令部内部一系列问题，包括

训练不足、人员疲劳、麻痹大意、违
反流程、指挥不力、腐败严重等，促
使美海军高层下令全面整改。分
析人士认为，对于这些内忧，戴维
森上任后如何处理，也是外界关注
的重点之一。

（新华社华盛顿5月30日电）

典型海军精英

立场或更强硬

面临不少麻烦

日本和印度正考虑今年举
行两国首次陆上联合“反恐”演
练。

多名日本外交、防卫消息人
士 30日告诉共同社，虽然美国、
印度和日本举行过“马拉巴尔”海
上联合军演，但日印举行陆上联

合演练尚属首次。
这些消息人士说，演练备选

地点为印度东北部靠近缅甸和孟
加拉国的米佐拉姆邦。按照他们
的说法，日本陆上自卫队希望借
演练为 2020 年东京夏季奥运会
积累反恐经验。除反恐科目，陆

上自卫队和印度陆军还有意在印
度东北部高温湿润的气候下举行
丛林作战训练。

共同社报道，日印把印度东
北部定位为“连接印度与东南亚
的窗口”，将携手推动当地经济开
发。这次陆上联合演练有望成为

两国在经济、安保领域加强合作
的象征。

上述消息人士说，日印还在讨
论航空自卫队与印度空军的联合
演练，双方正探讨2019年后印度
空军在日本演练的形式。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美财政部宣布

制裁伊朗3个实体6名个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0日电（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财政部30日宣布对伊朗的3个实体和
6名个人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声明中说，被制裁者包括伊
朗“真主支持者”组织及该组织3名成员，还有伊温
监狱、哈尼斯塔程序集团、两名伊朗政府官员以及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局一名负责人。

美财政部称，这些实体和个人受到制裁的原
因为侵犯人权等。

哈马斯宣布停火
以色列回应：愿意重归平静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5月30日早些时候宣布，同意与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停火。以方随后回应，只要
巴方停火，愿意重归平静。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当天
说，只要以方停火，加沙巴勒斯坦武装派
别将停火。

一名巴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埃
及斡旋促成本次停火。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美太平洋司令部更名印－太司令部
环球军情

日印拟举行首次陆上联合“反恐”演练
演练备选地点为印度东北部靠近缅甸和孟加拉国的米佐拉姆邦

戴
维
森

加拿大发生一起火灾

中国留学生1死3伤
据新华社渥太华5月30日电（记者李保东）

据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30日消息，加拿大大多伦
多地区斯卡伯勒的一栋二层小楼当天凌晨发生火
灾，造成住在楼里的4名中国留学生1死3伤。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官员说，火灾于当地时
间30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发生，4名中国留学生
都是多伦多大学斯卡伯勒校区的学生，其中一名
18岁女生不幸身亡。

火灾发生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官员前往
医院探望受伤的中国留学生。两名男生当天出
院，另一名女生还需观察几天即可出院。总领馆
正紧急协助死者家人赴加拿大处理善后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