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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确定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扩建项目灵山片区工程沉

降观测单位的公告信息
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区）工

程位于海文高速西南侧、灵山中学东南侧，项目拟修建4层联排住

宅楼。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沉降观测单位，对其中10栋住宅楼

(总建筑面积约18231.38m2）进行观测。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内附沉降观测方案、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等）报至我司工程部。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

栋二楼；曾工；18689655557。

扬江城一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扬江城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江西路东北侧，属《海口市南渡江
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03 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
12252.44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查合格书》（泓
审2018字61号）审查，拟补偿建筑面积145.5平方米。根据《海南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
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
11月 12日至11月23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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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设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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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12日

受委托定于2018年11月30日10时—12月1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在中拍网（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位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新丰路农械厂宿舍区住宅建面约 205.2m2。参考价
118.6万元。参拍保证金25万元（不计息，未竞得者拍卖会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退还）。

说明：1、限购区域，请自行了解确认；2、划拨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180m2，约定由买受人补缴出让金；3、不动产权属转移过户中应缴的
所有税和费（含原产权人应缴或应补缴的税和费）均由买受人承
担。4、买受人须向拍卖人支付按成交价12.5%的佣金；

展示：2018年11月27日—28日
网上注册和报名：有意者在11月30日16时前提交竞买登记有

效证件资料并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后，登录中拍网进行注册，在本
场拍卖会页面进行网上报名，有效性由拍卖人确认。详情参见竞买
资料。电话：13967350262 0573—82085975

陵水住宅拍卖公告

嘉兴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拟协议
出让江东一宗96673.19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示如下：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宗地位于海口市兴洋大道以东、江东大
道北侧，面积96673.1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教育用地，出让期为50年。
二、用地规划条件及开发建设要求：用地规划条件详见海规函【2018】
3368号的规划要求。宗地上要求建设并开办一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及国际化民办学校，总建筑面积不少于60000平方米（含地库停车场面
积）并提供约1800个学位。学校运营主体须为在世界发达国家具有

400年及以上历史的国际名校或其授权的办学机构。三、公示时限：公
示时限为30个自然日，自海口市政府批准后公告之日起计。四、意向
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个人、法人、其
他组织对本公示所列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提供：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营业执照；3.意向用地者
与相关教育办学机构及海口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江东新区合作办学框架
协议或合作协议。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5号北楼
2013室，联系人钟灵姿，电话0898-68720575。五、确定供地方式：公
示时限内，若该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规范》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地使用权；若该地块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宗地使用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信息公示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445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7日10时至2018年11月28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滨海新
村491省外贸（集团）公司宿舍2-601号。

起拍价：556720元，竞买保证金：11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8年11月19日接受咨

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27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竞

买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2018）琼0106执恢445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土耳其向多国提供沙特记者遇害录音

埃尔多安10日告诉媒体记者，
土方已经与沙特、美国、德国、法国
和英国共享录音。三个欧洲国家
第一次获得录音。

“我们交出多份录音。我们把
录音给沙特阿拉伯、给美国，德国
人、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所有人。
他们听了录音里的所有对话，他们

了解情况。”
埃尔多安没有提及录音的具

体内容。路透社以一名消息人士
为消息源报道，录音内容“恐怖”，
让听过的官员“惊骇”。

两名熟悉卡舒吉事件的消
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土耳其
掌握多段录音，包括卡舒吉遇害

过程和预先谋划杀害他的对话；
后一段录音没有公开。这些证
据促使土方认定，卡舒吉死于

“预谋犯罪”。
卡舒吉10月2日进入沙特驻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办理与
结婚相关手续，随后“失踪”。沙特
方面25日承认他死于“预谋犯罪”。

埃尔多安敦促沙特方面“公正
行事”、公开关联卡舒吉事件的人。

“他们（沙特官员）也听了对
话，他们知道。没有必要扭曲这件
事，”他说，“他们肯定知道15人中
哪一个人是凶手或者哪些人是凶
手。沙特阿拉伯政府可以让这15
人开口，以还原真相。”

埃尔多安所指15人，即沙特
方面派出、前往驻伊斯坦布尔领
事馆与卡舒吉见面的行动小组。
路透社记者曾试图电话联系 15

人，没有接通。
除要求查明凶手，埃尔多安指

认沙特总检察长谢赫·萨乌德·穆
吉卜先前赴伊斯坦布尔调查卡舒
吉事件时“拒绝合作”、采用“拖延
战术”，“总检察长到土耳其是为了
找借口，让调查变得困难”。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
者，穆吉卜赴土耳其期间没有向土
方披露任何信息，反而索要卡舒吉
的手机。卡舒吉进入领事馆前把
手机交给了未婚妻。

埃尔多安10日再次要求沙特
方面公开卡舒吉遗骸的下落。

土耳其总统的一名顾问先前
说，卡舒吉遭肢解并溶尸。土耳其
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要求调查
卡舒吉遭“毁尸灭迹”的报道。

一名土耳其官员上周说，沙
特方面在卡舒吉遇害一周后派一
名化学家和一名毒理学家前往伊

斯坦布尔，目的是销毁证据。这
名官员认定，这表明沙特高级官
员知道内情。

按照沙特方面的说法，派往伊
斯坦布尔的行动小组成员在卡舒
吉遇害不久后回国，已经落网；另
有3人一并遭逮捕。土方寻求引渡
这18名涉嫌人，遭沙特拒绝。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散播录音以施压

指认沙特不配合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议会发表演讲表示，在伊斯坦布尔遇害的沙特
阿拉伯记者卡舒吉死于政治谋杀。 新华社发（穆斯塔法·卡亚摄）

促公开遗骸下落

新华社洛杉矶11月10日电（记者黄恒 高
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官员10日晚确认，又在山
火“坎普”肆虐的灾区内找到14具尸体。至此，这
一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3人。

在当晚举行的每日灾情通报会上，火灾发生地
比尤特县治安官办公室官员说，在这14具尸体中，有
10具发现于灾区正中心遭“坎普”严重焚毁的天堂
镇，另外4具发现于天堂镇东北方向的另一个村子。
由于尸体损毁严重，死者身份均无法确定，已送往灾
区以南150公里处的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鉴定。

治安官办公室官员说，自火灾发生后，共接到
508起电话报案寻找失联人员，其中大部分都已
解决，还剩110起仍在调查中。

与此同时，加州消防局发言人里奇·卡哈特
10日晚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坎普”过火面积已达
约425平方公里，20％的火情得到控制。目前，
4000多名消防员在500多辆消防车和23架直升
机支援下正全力投入人员救助和灭火工作，但由
于天气条件不利，相关工作遇到不少困难。

山火“坎普”8日清晨在天堂镇附近燃起并迅速
蔓延，数小时内将上千栋建筑烧毁。加州政府随即
宣布比尤特县进入紧急状态。9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为灾区提供联邦政府资金和各项支持。

加州北部山火
死亡人数升至23人

11月1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约30公里处
的塞加拉古墓群，工作人员将猫木乃伊抬出墓葬。

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10日在首都开
罗以南约30公里处的塞加拉古墓群发掘现场宣
布，埃及考古队在此地新发现7座法老墓葬，包括
3个新王国时期墓葬和4个古王国时期墓葬。

新华社/路透

埃及塞加拉古墓群
新发现7座法老墓葬

撒谎时鼻子会缩小？
童话故事《匹诺曹》里，小木偶因为说谎鼻子

变长。而根据西班牙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假如小
木偶是个真人，那么它说谎时，鼻子不但不会变
长，反而会缩小，因为说谎时鼻头温度会降低。

英国《每日邮报》10日报道，格拉纳达大学研
究人员做了个实验，让60名学生做几项任务，其
中包括打电话给伴侣、或父母、或好友，说三四分
钟谎话，比如说自己碰到某个名人或者遭遇倒霉
事。在学生做任务过程中，用热成像技术测量他
们面部不同部位温度。

测量结果显示，说谎时鼻头温度会下降，最多
可下降1.2摄氏度，前额温度会上升，最多可上升
1.5摄氏度。

研究领导者埃米利奥·戈麦斯·米兰说，“为了
撒谎要开动脑筋，因此前额温度会升高；与此同时
会感到焦虑，从而降低鼻头温度”，按照热胀冷缩
原理，撒谎时鼻子会缩小，但是肉眼无法觉察。

研究人员说，额头温度与鼻头温度相差越多，
说谎的可能性越大，用测温方法测谎，准确率可达
到80%。他们希望这项研究成果可以为警方破
案提供帮助。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11 月 12 日至 18 日，亚太经合
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巴布
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

坐落于莫尔兹比港海边的
APEC 大厦已经竣工，这座极具
巴新本土风格的建筑是本次会议
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将举行峰
会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会议。

另一处重要会议场馆——中国
援建的巴新国际会议中心已经投入
使用，在峰会期间，这里将举行
APEC工商领袖峰会，并成为与会
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的场所。

对历届东道主来说，APEC峰
会不仅是亚太地区一年一度最重
要的经济聚会，更是一次向各国
展示其传统文化的绝佳机会。

提及巴新这次将在峰会期间掀
起何种“最炫民族风”时，巴布亚新
几内亚 APEC 会议事务部长贾斯
廷·特卡琴科透露，巴新已准备为世
界各国领导人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当各位领导人走下飞机，踏
上莫尔兹比港时，迎接他们的将

不会是传统的仪仗队，而是身着
传统服装、载歌载舞的巴新各部
落人民。”特卡琴科说，对于巴新
人民、政府及整个国家而言，首
次主办APEC峰会是一件大事。

特卡琴科说，为筹备此次峰
会，巴新政府对首都多处道路进
行改建升级。由中国政府援建、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政府大道”和“机场快速路”，将
作为峰会期间巴新政府迎宾大道
及各国政府代表团进出莫尔兹比
港的主干道使用。他还特别感谢
中国援助巴新 70 辆大型公交车
和 9辆消防车。“这些车辆将会在
峰会期间派上大用场。”

莫尔兹比港现有酒店仅能容
纳 2500 人，而峰会期间将有超过
8000 名与会代表、媒体记者及工
作人员前来住宿。特卡琴科说，
为此，巴新政府已租用三艘大型
邮轮停泊在莫尔兹比港码头，预
计可解决约6000人的住宿问题。

（据新华社电）

APEC峰会今日开幕
中国援建的巴新国际会议中心将举行工商领袖峰会

这是11月9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航拍的APEC大厦，在这里将举行峰会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会议。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一些候选人得
票率差距太小，佛罗里达州需要重新
计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待数周。

差距小
国会中期选举6日投票。佛州

67个县在10日午夜前报告非正式计
票结果。按照佛罗里达州法律，两名
候选人得票率差距如果小于0.5%，将
借助机器重新计票。

州务卿肯·德茨纳决定重新计票，
缘由是联邦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籍
候选人里克·斯科特的得票率比民主
党籍对手比尔·纳尔逊仅仅多0.15%；
另外，国会议员选举以外，州长选举
中，共和党籍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的
得票率比民主党籍对手安德鲁·吉勒
姆多0.41%。

德茨纳说，机器重新计票定于15
日下午3时以前产生结果。

斯科特是现任佛州州长，敦促所
有县的治安官密切注意重新计票过程
中是否出现违规，“我们不会让不道德
的自由主义者盗取这次选举。参议员
纳尔逊应该承认结果，允许佛州迈向
更好的未来”。

身为现任佛州联邦参议员，纳尔
逊不甘示弱，声称“当每一张合法选票
重新计票后，我们会获胜”。

塔拉哈西市长吉勒姆一度承认在
州长选举中败北，得知重新计票启动
后改口，告诉媒体记者：他动员数以百
计志愿者和律师分赴佛州各地，确保
重新计票产生公平的结果。

陷互撕
佛州近几天多次出现选举舞弊指

认，一些候选人告上法庭。
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支持斯科特，指认佛州布劳沃德县
和棕榈滩县民主党籍选举官员舞弊，
但没有提供证据。

斯科特针对这两县的选举官员提
起诉讼，指认他们违反选举法。纳尔
逊则请一家联邦法院裁定一些“特殊
选票”是否应该纳入计票结果。

这场重新计票风波令人想起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籍总

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和民主党籍
竞选对手阿尔·戈尔就佛州计票结果
打官司。佛州最高法院裁定重新人工
计票，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布什最
终以537张选民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佛
州选举人票，得以成为白宫主人。

等数周
待机器重新计票结果产生，佛州

州务卿将宣布后续是否要人工重新计
票。一旦两名候选人得票率差距少于
0.25%，再次计票不可避免。

路透社预期，鉴于重新计票需要
时日，再加候选人以诉讼方式设置阻

碍，佛州两场竞选的结果恐怕需要数
周才能产生。

本次国会中期选举已知结果显
示，民主党夺回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
共和党继续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

在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选举
同样没有尘埃落定。亚利桑那州联
邦参议员选举中，截至10日晚，民主
党籍候选人柯尔丝滕·西内马比共和
党籍对手玛莎·麦克萨利的得票率高
1.17%。佐治亚州州长选举中，共和
党人布赖恩·肯普宣布获胜，但他的民
主党对手斯泰茜·艾布拉姆不予认可。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一些候选人得票率差距太小

美国中期选举佛州重新计票

土耳其总统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10日证实，土方已经
与多国“分享”关联沙
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
勒·卡舒吉遇害的录
音。他要求沙特查明
凶手，公开卡舒吉遗
骸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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