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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雅得12月27日电（记
者王波 涂一帆）沙特阿拉伯国王兼
首相萨勒曼27日发布命令改组内
阁，更换外交大臣等重要官员，并重
建沙特安全和政治事务委员会。

命令称，免去朱拜尔的外交大臣职
务，由前财政大臣阿萨夫接任。朱拜尔被
任命为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兼内阁成员。

朱拜尔从2015年起担任外交大臣

一职。阿萨夫曾长期担任财政大臣。
萨勒曼国王还宣布重建沙特安

全和政治事务委员会，继续由王储穆
罕默德担任主席。

命令免去阿瓦德的新闻大臣职
务，由图尔基接任。阿瓦德被任命为
王宫办公厅顾问。

国王还免去哈利德的国民卫队
司令职务，由阿卜杜拉担任。

国王将自己儿子苏尔坦由国家
旅游和遗产总局局长，调换为新成立
的沙特国家航天总局局长。

萨勒曼国王还对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和两个省长职务进行了更换。

此次内阁改组是在发生沙特记
者卡舒吉遇害两个多月后进行的，该
案对沙特外交、政治、安全及国际声
誉造成不利影响。

沙特改组内阁 外交大臣换人

沙特改组内阁意在消除卡舒吉遇害案的负面影响

王储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据发布的命令，此次内阁改组的
主要变动包括免去朱拜尔的外交大
臣职务，由前财政大臣阿萨夫接任。
朱拜尔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国务大臣
兼内阁成员。王储穆罕默德继续担
任沙特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安
全和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
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指出，由于沙特
规定每四年更换或重新任命内阁，此
次内阁改组在预期之中。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内阁改组并
未涉及王储已有权力，国王萨勒曼重
用一批资历更深的官员辅佐王储，以
巩固王储的权力。

新外交大臣阿萨夫此前担任沙
特财政大臣长达 20 余年，同时还是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和沙特
公共投资基金的董事会成员。分析
人士指出，阿萨夫作为一名经验丰富
的政治家，上任后或将重点放在改革
沙特外交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
究员潜旭明指出，在此次内阁改组中，
长期担任内阁成员并多次处理敏感安
全外交事务的穆赛义德·艾班将出任国
家安全顾问一职，辅佐王储穆罕默德。

潜旭明表示，此前的内阁中来自
私营部门的成员较多，执政经验不
足。国王希望通过此次改组内阁，在
内阁中加入更多有经验的官员，如艾
班和阿萨夫，以优化领导班子，稳定
政局。

此次沙特内阁改组发生在沙特
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领事馆遇害后。舆论认为，卡舒
吉遇害事件使沙特政府面临欧美多
国施加的多重压力，朱拜尔被免去外
交大臣职务与此事有关联。

受卡舒吉遇害案影响，沙特股市下
跌引发恐慌性抛售，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速度放缓。此外，美国国会继续就卡舒

吉遇害案对沙特作出强硬表态，令外国
投资者对沙特市场感到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沙特国王任
命经济领域资深官员阿萨夫出任外交
大臣，或表明沙特决心发展“经济外
交”，以恢复外国投资者信心，同时大
力发展非石油经济，推动落实“沙特
2030愿景”。

目前看来，欧美舆论对沙特的声

讨已渐渐消减，随着沙特政府积极主
动展开调查，并对外及时公布调查结
果，该案对沙特今后经济和政治发展
的影响或越来越小。随着权力的进一
步巩固和新内阁成员就位，大力推行
各项改革的王储穆罕默德预期将在国
内外事务中继续积极展现“大动作”。

（新华社利雅得12月28日电 记
者涂一帆 王波） 新任外交大臣阿萨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出席活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7日电（记者熊茂伶
孙丁）美国参议院27日下午短暂复会，未能就预
算僵局取得任何进展，仅决定明年1月2日继续
商讨政府拨款问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部分机构
还将继续“停摆”。

美国联邦预算专家斯坦·科伦德表示，如果
“停摆”持续时间超过10天，或对美国经济和就业
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由于共和、民主两党在边境墙问题上分歧严
重，一份临时拨款案上周未能在国会通过，导致部
分政府机构陷入“停摆”，迄今已是第六天。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第三次陷入
“停摆”。受此次部分“停摆”影响，约42万名执
法、安检、消防等核心岗位的联邦雇员被迫无薪工
作，约38万名联邦政府职员则被“强制休假”。由
于受影响人数众多，社交媒体推特上还出现了以

“停摆故事”为标签的热门话题。

预算僵局未获突破

美政府部分机构“停摆”将持续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2月27日电（记者郑一
晗）位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叙利亚
大使馆在关闭近7年后于27日重新开放。

叙利亚媒体“沙姆调频”当天援引阿联酋驻
叙利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卜杜勒－哈基姆·努
阿米的话说，阿联酋大使馆重新开放是其他阿
拉伯国家重返叙利亚的前奏，叙利亚将强势回
归阿拉伯世界。

阿联酋是多年来首个在叙利亚重新开放大使
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员国。

阿联酋驻叙大使馆重新开放沙特阿拉伯国王兼首相萨勒曼27日发布命令改组内阁，更换外交
大臣等重要官员，并重建沙特安全和政治事务委员会。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内阁改组后，王储穆罕默德的权力进一步得到
巩固。改组有助于稳定沙特政局，消除卡舒吉遇害案的负面影响。

对内 重用资深官员辅佐王储

对外 开展“经济外交”恢复信心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7日电 美国斯克里
普斯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一种新型
艾滋病疫苗，猴子实验显示，接种这种疫苗能保护
它们免受与人艾滋病病毒相似病毒的感染。这为
防治艾滋病带来了新希望。

研究人员给一些恒河猴注射了不同剂量的新
疫苗，其中一些猴子体内产生了高水平抗体，另一
些猴子体内产生了低水平抗体。当面临与人艾滋
病病毒非常相似的猴免疫缺陷病毒时，体内产生
高水平抗体的猴子能够免受感染。研究人员说，
这有助于确定今后使用这种疫苗的合适剂量。

研究人员接下来计划开展人类临床试验，争
取早日将这种新型疫苗投入应用。

猴子实验证实
新型艾滋病疫苗有效

广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不动产公(2018)22号
吕淑芬名下位于老城开发区工业大道1公里处南侧盈滨·

绿生花园9号楼3C5房《房屋所有权证》(澄房权证老城私字第
05706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
废。如有异议者，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及相关
证明材料向我中心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中心将依法补发
《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27日

根据《司法部办公厅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司明电〔2018〕174号）要求，经海南省各

市县司法局（办）自下而上评选推荐，并经海南省司法厅党委审

定，拟推荐琼海市司法局博鳌司法所等4个集体为全国模范司法

所，海口市琼山区司法局府城司法所等6个集体为全国先进司法

所，崔国雄等10名同志为全国模范司法所长，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7日。广大

干部群众对拟推荐的集体和个人，如有情况和问题需要反映

的，请在公示期内以来信或来电的方式，向省司法厅政治部反

映。反映情况应实事求是，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个人姓名

并提供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公章（信

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电话（传真）：0898—65919028

通讯地址：海口市凤翔东路338号省司法厅办公大楼

1002房

邮编：571100

海南省司法厅
2018年12月29日

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公示公告

一、全国模范司法所（4个）
琼海市司法局博鳌司法所

临高县司法局多文司法所

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英州司法所

儋州市司法局白马井司法所

二、全国先进司法所（6个）
海口市琼山区司法局府城司法所

屯昌县司法局屯城司法所

定安县司法局定城司法所

三亚市司法局育才生态区司法所

文昌市司法局龙楼司法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司法局万冲司法所

三、全国模范司法所长（10名）
崔国雄（琼海市司法局嘉积司法所长）

邓明勤（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新村司法所长）

罗新建（海口市龙华区司法局金贸司法所长）

许环友（屯昌县司法局屯城司法所长）

冯朝盈（澄迈县司法局福山司法所长）

盘兴德（万宁市司法局三更罗司法所长）

梁 孟（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营根司法所长）

郭名平（洋浦经济开发区司法办三都司法所长）

叶绍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保城司法所长）

洪良明（五指山市司法局毛道司法所长）

全国模范司法所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推荐名单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海南宝平制药公司、
海南华埔制药有限公司过户变更手续公告
海南宝平制药公司、海南华埔制药有限公司：

根据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中级法院《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
行通知书》（（2003）浦中执字第87-5号），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立即协助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通知》（（2003）浦中执字第87-3
号），我局将对你公司名下证号为定城国用（1993）字第1747号的宗
地使用权面积为9165m2过户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公司名下，请你公司于15日内携带土地证原件到我局办理相
关过户变更手续，逾期我局将直接过户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名下。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7日

该宗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
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
地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
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1、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临高县

南宝镇NB2017-09号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竞买人报名时须
提供地块初步规划设计方案。

2、出让地块拟作为南宝镇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建设使
用，竞买人或股东应具备在海南经营管理的生鲜冷库项目，经营时间
不少于十年，经营场所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报名时需提交相关资
质证明材料。

3、竞买申请人须是临高县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非临高县
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须在竞得土地使用权后10日内在临高县
注册成立由其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的控股企业，由控股企业
与临高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
产权登记手续。

4、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范围内存在拖欠土地
出让金、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
地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1月25日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1月25日15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19年1月25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上
午9时至2019年1月28日下午15：30时。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0898-28281218
联系人：吴先生 王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临国土资用告字〔2018〕02号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9日

地块编号 位置 土地用途 面 积（m2） 使用年限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
竞买保证
金（万元）

工业
用地

NB2017-
09-B号

临高县南宝镇波洛
公路东侧地段

21653 50年 1.0≤R≤1.5 ≥30% ≤20% ≤15m 575

该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
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
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
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1、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临高县南

宝镇NB2017-09号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竞买人报名时须提
供地块初步规划设计方案。

2、竞买申请人须是临高县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非临高县内
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须在竞得土地使用权后10日内在临高县注
册成立由其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的控股企业，由控股企业与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产
权登记手续。

3、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范围内存在拖欠土地出
让金、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地
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1月25日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1月25日15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19年1月25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上
午9时至2019年1月28日下午15时00分。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0898-28281218
联系人：吴先生 王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临国土资用告字〔2018〕01号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9日

地块编号 位置 土地用途 面 积（m2） 使用年限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
竞买保证
金（万元）

零售商业
用地

NB2017-
09-A号

临高县南宝镇波洛
公路东侧地段 3038 40年 R≤0.3 ≤20% ≥20% ≤8m 205

变更公告
就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的七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8年11月30日在《海南日报》B06

版刊登的（2018）第24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对原公告的挂牌出

让时间做以下调整，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报名截止时间调整为：2018年12月29日16:00（北京时

间），挂牌截止时间调整为：2018年12月31日16:00（北京时

间）。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