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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克里米亚
两家地方法院27日、28日对在刻赤
海峡事件中被扣留的所有24名乌克
兰人员均判处拘留两个月。

据辛菲罗波尔“基辅区”法院
网站28日发布的消息，该法院当天
对8名乌军官兵和1名乌克兰安全
局工作人员进行了当面审理，并认
定这些被扣人员非法穿越俄海上国
境线，决定对他们处以拘留两个月。
同日，刻赤市法院发布的消息说，该
院判处在刻赤海峡事件中受伤的两
名乌军人员和1名乌克兰安全局工
作人员拘留两个月。27日，辛菲罗
波尔“基辅区”法院已判处另外12名
军人拘留至2019年1月25日。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日发布
的消息，普京当天说：“25日驾船闯
入俄领海的乌军人员不回应俄边防
军人质询和俄引航员调度。在乌方
船上人员中有两名乌克兰安全局工
作人员，他们指导实施了此次挑衅
行为。乌方这一行动的预谋特征明
显，其目的是制造借口以便令乌克
兰部分地区进入‘战争状态’。”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
日在莫斯科表示，从某些西方国家
政客的评论和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可
以看出，一些西方国家有可能事先
知道25日发生的刻赤海峡事件，甚
至不排除其参与了该事件的策划。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机关报

《乌克兰之声》28日正式公布了此
前表决通过的关于批准在乌部分地
区实行“战争状态”的正式法律文
本。根据该文件，乌10个州已于26
日14时开始进入为期30天的“战
争状态”，以防范俄罗斯及其支持的
民间武装可能发起的进攻。

据乌通社报道，乌总统波罗申
科当天前往“杰斯纳”陆军训练基地
视察正在那里进行作战演练的部
队。他说：“我们随时准备对来犯者
以沉重打击。‘战争状态’为部队提
高作战水平和及时、主动采取抵抗
行动提供了契机和法律基础。”

乌国家边防局新闻处28日说，
边防部队已完成后备力量动员，加
强了对国境线的防守和巡逻，与俄
接壤地区已做好全面战斗准备。

据乌通社28日报道，乌外交部
27日向俄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
抗议俄方扣留和审判乌海军官兵，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俄罗斯边防军25日扣留了闯
入俄领海的3艘乌克兰海军船只以
及船上的22名乌军人和两名乌克
兰安全局工作人员。乌方称，由乌
海军两艘炮艇和一艘拖船组成的船
队25日试图通过刻赤海峡大桥从
黑海进入亚速海，俄一艘舰艇故意
撞击乌海军拖船，并向乌海军一艘
炮艇开火，造成6人受伤，3艘船只
及船上官兵被俄方扣留。

亚速海是乌俄两国共同拥有
的一片封闭海域，仅通过狭窄的刻
赤海峡同黑海相连。根据乌俄两
国关于亚速海航行原则的协议，凡
悬挂乌俄两国旗帜的船只，在对亚
速海环境不造成威胁前提下，均可
自由进入刻赤海峡并停靠在各自
位于亚速海的港口。

俄乌刻赤海峡事件进一步升级

乌方人员均被判拘留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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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乌要求制裁俄罗斯“不太积极”

乌克兰寻北约保护暂未获回应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向亚速海派遣军舰，以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乌方先前要求西方国家就俄罗斯扣船事件对俄方施加更多制裁。
欧洲联盟28日就俄乌争端发表声明，没有提及追加对俄制裁的可能性。

德国《图片报》29日刊登
对波罗申科的采访：“我们希
望北约成员国准备向亚速海
派遣军舰，以支持乌克兰并提
供安全。”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乌
克兰海军 26 日证实，乌方海
军 3 艘船只 25 日驶向刻赤
海峡途中在黑海某海域遭
俄方拦截和扣留。这 3 艘船
只当时想要途经刻赤海峡
驶入亚速海。

刻赤海峡连接黑海和亚速
海。对乌方而言，这一海峡位
置敏感，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
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分别位
于海峡的西侧和东侧。

克里米亚 2014 年 3月经
公民投票脱离乌克兰、并入俄
罗斯联邦。

乌克兰是北约伙伴国而不
是成员国。北约方面暂时没有
回应波罗申科的请求，但先前
呼吁俄方释放乌方船只，声称

“站在乌克兰一方”。
海军小艇遭俄方扣留令乌

方十分警觉。乌克兰国防部
26日决定，全国武装力量进入

“全面备战”状态。乌克兰议会
随后宣布在乌东部“可能遭遇
俄罗斯军事打击”的地区施行
为期30天的“战争状态”。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28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俄方使用武
力令欧盟“无法接受和失望”。

路透社发现，俄乌海上争
端发生多日，欧盟首次在这份
声明中彰显集体立场，但没有
提及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可能
性，仅说会“密切关注局势和采
取相应举措”。

包括波兰副外长巴尔托
什·齐霍茨基在内的一些欧盟
成员国政要27日提及对俄罗
斯追加制裁的可能性。

路透社报道，波罗的海三
国以及波兰、英国支持欧盟对
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立场，但
德国、法国强调缓和局势，意大
利、塞浦路斯、希腊、保加利亚
长期以来呼吁对俄软化立场。

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
欧盟外交官说：“我们没有打
算迅速施加新制裁，今后可能
会这样做……但关键是28个
成员国团结一心。现在的重
点是缓和局势。”

路透社以多名欧盟外交
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对俄罗
斯施加新一轮制裁的可能性
不大，扩充制裁对象清单倒是
有可能，或许会列入一些俄罗
斯军方人士。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日报道，
土耳其总统愿意出面斡旋俄乌海上
争端。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28日
证实，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土耳
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通
话时讨论了俄乌海上争端；美国白
宫同一天说，美、土元首通话时提及
这一话题。

按土耳其方面的说法，埃尔多安
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

埃尔多安启程去阿根廷出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以前告诉媒体记
者：“在我与普
京的交谈中，我

们从多角度讨论这一议题，包括我方
可以发挥中间人的作用。”

埃尔多安打算在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会议期间分别会晤普京
和特朗普，预计将再提俄乌
海上争端。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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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公布，引起学界和
社会广泛关注，特别引发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争
议。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三部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表示：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要求有关单
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予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高度关注近期有关“免疫艾滋病
基因编辑婴儿”的信息，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当
地和当地政府共同认真调查核实。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目前媒体所报
道的情况，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相
关部门和地方正在依法调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
予以查处。”他呼吁，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科学
研究和应用更要负责任，更要强调遵循技术和伦理
规范，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科技部：
已要求有关单位

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操作在
中国是明令禁止的，此次媒体报道的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公然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条例，公然突破学术界
伦理底线，令人震惊，不可接受，我们坚决反对。

徐南平介绍，科技部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
关人员的科研活动，“下一步，科技部将在全面客
观调查事件真相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
规予以查处。”徐南平说。

中国科协：
取消贺建奎第十五届

“中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

日前，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中
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以及一批科技工作者
已相继发出严正声明，表明中国科技界的鲜明立
场和坚定态度，反对挑战科学伦理的任何言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鹏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严重
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利益。我们对涉事人
员和机构公然挑战科研伦理底线、亵渎科学精神
的做法表示愤慨和强烈谴责。

“中国科技界坚决捍卫科学精神和科研伦理
道德的意志决不改变，坚决捍卫中国政府关于干
细胞临床研究法规条例的决心决不改变，坚守科
技始终要造福人类、服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初
心决不改变。”怀进鹏说。

据悉，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加大面向科技界的
科研伦理道德的教育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处
置严重违背科研道德和伦理的不端行为，取消贺
建奎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

“我们将继续加大在全社会弘扬科学家精神
工作力度，为科技创新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创新型
国家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怀进鹏
说。（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陈芳 胡喆）

国家卫健委、科技部、中国科协负责人
回应“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广告

润版液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对2019年度润版液进行公开采购，欢迎合

格的供应（厂）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目编号：HNRBYSC-2018-3）由海南日
报社进行招标事宜，其下属部门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为项目出资人，
采购数量以合同期实际需求为准，送货地址为海口市金盘路30号。

二、投标人资格:(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投标人须是投标产品的
生产商或生产商授权的代理商（经销商）；(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
年12月7日止；(二)标书发售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印刷厂五楼材料部；(三)标书售价：￥100元/份（售后不退）；(四)保
证金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间：2018年12月21日10:00时；(二)开标时间：2018年12月21
日；(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潘女士0898-66810760 13976080208
林先生0898-66810760 13876700807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37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379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至2018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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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市先锋路市商业总公司综合楼18、19号。

起拍价：220万元，竞买保证金：44 万元。增价幅度：2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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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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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23.01%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1HN0102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
公司23.01%股权。

一、基本情况：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13日，注册资本为86,922万元，经
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建设、水电资源综合开发及相关业
务的投资与经营等。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标的
公司23.01%股权对应评估值为23,609.70万元。

二、挂牌价为23,609.70万元，公告期为2018年11月30日
至2018年12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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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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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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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30日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29日上午10时在儋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怡心花园迎宾大道D15栋沿街商铺二楼）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

1、儋州市那大镇北部湾大道（那东公路）怡心花园廉租房44
间临街商业铺面共2923.82m2，五年的租赁经营权。月租金为40
元/m2，每年按6%递增。

2、儋州市那大镇北部湾大道（那东公路）怡心花园廉租房幼
儿园共2584.58m2，五年的租赁经营权。月租金为18元/m2，每年
按5%递增。

3、儋州市那大镇城西片区丰华小区公租房15间临街商业铺
面共3124.11m2，五年的租赁经营权。月租金为23元/m2至28元/m2

不等（明细详见清单），每年按6%递增。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2月28日止；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2月28日下午17时止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指定账户：

开户名：儋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开户行：建行儋州支行营业部。
账号：46001006236053007052—0013
特别说明：商业铺面均单间拍卖租赁经营权，商铺编号及面

积等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报名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以下
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更，以
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18876782258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电话：0898-68555982 18508955059 15607579889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
电话：0898-66758510 13647547066 13322006990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3325717

联合拍卖公告

据新华社合肥11月29日电（记者徐海涛）“斯格
明子”是英国物理学家托尼·斯格明发现的一种奇特
粒子结构，被认为是制造下一代信息存储设备的理
想材料。近期，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陆轻铀研究
员课题组利用自主研制的强磁场磁力显微镜，首次
实现了氧化物薄膜中斯格明子的直接观测，为人们
从微观角度认识和操控斯格明子提供了参考。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材料》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成像结果直接证实了这种氧化物薄膜中斯
格明子的存在，同时也测量出该体系中斯格明子
的尺寸分布、密度变化，以及微观动力学行为。

中国学者首次在氧化物薄膜中
直接观测到“斯格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