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历多国
克罗地亚政府16日发表简短声

明，说塔兰特2016年 12月至 2017
年1月逗留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24小时”新闻网站报
道，逗留克罗地亚期间，塔兰特去过
波雷奇市、扎达尔市、希贝尼克市和
杜布罗夫尼克市，大部分时间待在宾
馆，2017年1月18日从首都萨格勒
布搭乘飞机离境。

保加利亚总检察长索蒂尔·察察
罗夫15日确认，去年11月9日至15
日，塔兰特租用一辆轿车，游历保加
利亚多座城市，参观历史遗迹。

保加利亚内务部说，执法人员着
手调查塔兰特是否与当地居民有过
接触等细节；保加利亚方面同时协同
其他国家反恐部门调查塔兰特。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报道，塔兰特

2016年两次造访土耳其，分别为3
月17日至20日和9月13日至10月
25日。土方正在调查他逗留期间的
活动。

匈牙利反恐中心告诉美联社记
者，嫌疑人到过这一欧洲中部国家；这
一机构正与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合
作，“全面调查他旅行和逗留情况”。

塔兰特现年28岁，来自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格拉夫顿市。过去
4年，他极少待在澳大利亚。澳大利
亚警方走访嫌疑人的家乡，向他的亲
属了解情况。

枪击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16
日首次出庭，受到一项谋杀罪名指
控。警方预期他会受到更多指控。

案底“清白”
除新西兰方面，多个塔兰特去过

的国家暂时没有发现他逗留期间犯

罪或接受过调查。
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连科维

奇16日说，枪击案发生前，克方没有
把塔兰特列为调查对象。

保加利亚内务部首席秘书伊万
诺夫·伊万诺夫说，保方现阶段不掌
握塔兰特逗留期间关联恐怖主义的
证据。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早些
时候说，塔兰特和另外两名嫌疑人在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没有犯罪前科
或受到过警方监视。

新西兰警方15日逮捕4名嫌疑
人。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17日
说，警方认定塔兰特以外的3名嫌疑
人与枪击事件无关，已经释放一名女
性嫌疑人；另外两名嫌疑人因为车内
有枪而在案发地附近遭逮捕，仍然在
押，面临无关枪击事件的罪名指控。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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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9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美安科技新城A0405-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土地面积为16666.47平方米（合25 亩）。根据海
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A0401-1、A0403-1、A0405-1、A0405-2、A0408-1、A0412、B0608、C0601-1、B0204-2、A0502-1、
B0702-1 等11 个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2017]514 号），地块面积、用途、出让年期及规划条件见下表：

其他控制条件按照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海高新[2017]514 号文
执行。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
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注：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一）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外，另：在海
口市行政辖区内有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
金的除外 。（二）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
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三）竞买人须持有生产血
液透析液、血液透析粉和注射用氯化钠等医疗器材的资质。申请人竞
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
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750.8607万元，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
报名时需交纳竞买保证金750.8607万元。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
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
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
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3月25日9:00至2019年
4月16日16: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
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4月8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
2019年 4月18日16:00（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19年4月18日16:00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1、竞买成
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还须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
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
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
作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不足成

交价的10%的，竞得人应当补足。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2、2019年2月27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出具了《关于美安科技新城A0405-1 地块具备供地条件的说明》，
该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上已建部分建筑物，该部
分建筑物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海南朗腾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代为建设，作为产业引进载体。土地与地上建筑物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3、本
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按现状条件出让。竞
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并自行处置地上附着物，2年内完
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
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4、
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设血液透析耗材生产基地项目，地上建筑物
与土地一并挂牌出让。土地竞得人除足额缴交土地出让金外，还应按
地上建筑物评估价值10067.1170万元向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缴纳
建筑物取得费用获得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若地上建筑物代建单位竞
得土地，则自行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做工程结算，结算的工程费
用冲抵地上建筑物取得费用，并以评估价值10067.1170万元为准，按
多退少补原则补齐或者退还相关费用后获得地上建筑物产权。建设
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该宗地须按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要求的不低于300万元/亩的投资强度、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
收贡献率不低于30万元/亩、年产值均不低于5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
设。该宗工业用地挂牌成交后，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竞得人签
订行业监管协议；5、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
按规定收取；6、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
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 年 3月18日

规划性质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面积（平方米）
16666.47

出让年期
50年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0

地块编号
A0405-1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10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美安科技新城A0408-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A0408-1地块，土地面积为40000.25平方米（合60
亩）。根据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A0401-1、A0403-1、A0405-1、A0405-2、A0408-1、A0412、B0608、C0601-1、B0204-2、
A0502-1、B0702-1 等11 个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2017〕514 号），地块面积、用途、出让年期及规划条件见下表：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详见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海高新〔2017〕514
号文。二、竞买人资格：1、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外，另：在海口市行政辖
区内有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注：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2、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3、竞
买人须持有生产LOW-E玻璃、热反射玻璃、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层
玻璃等材料的资质。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三、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挂牌地块起始价为2100.0215万元，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
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竞买保证金2100.0215万元。四、
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
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
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
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3月25
日9:00至2019年4月16日16: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
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4月8日9:00（北京时间）。挂
牌截止时间：2019年4月18日16:00（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19年4月18日16:
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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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
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
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还须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
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
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不足成
交价的10%的，竞得人应当补足。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2、2019年2月27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出具了

《关于美安科技新城A0408-1 地块具备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土地
权利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上已建部分建筑物，该部分建筑物
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海南海玻工程玻璃有
限公司代为建设，作为产业引进载体。土地与地上建筑物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3、本次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按以现状条件出让。竞得人应在
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并自行处置地上附着物，2年内完成项目建
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
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本次挂牌宗地
用于开发建设低辐射（LOW-E）中空节能玻璃项目，地上建筑物与土地
一并挂牌出让。土地竞得人除足额缴交土地出让金外，还应按地上建
筑物评估价值9683.3073万元向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缴纳建筑物取
得费用获得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若地上建筑物代建单位竞得土地，则
自行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做工程结算，结算的工程费用冲抵地上
建筑物取得费用，并以评估价值9683.3073万元为准，按多退少补原则
补齐或者退还相关费用后获得地上建筑物产权。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
要求；4、根据海口国家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求，该宗地
须按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求的不低于300万元/
亩的投资强度、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30万元/亩、亩均
年产值均不低于5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其他出让控制指标详见挂
牌出让手册中的《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履约监管协议书》。该宗工
业用地挂牌成交后，由高新区管委会与竞得人签订行业监管协议；5、税
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6、受让人凭
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
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
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18日

规划性质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面积（平方米）
40000.25

出让年期
50年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0

地块编号
A0408-1

公示
宝岛花园项目（一期、二期）用地及规划情况如下：项目总用

地面积为 41953.7m2；土地现状由海口市国用（2005）字第
002538号地、海口市国用（2010）字第008218号地组成；宗地权
利人为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海运总公司、海南宝通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宗地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新港区内，现状已
建成滨海花苑小区和宝岛花园小区。该两宗地为相邻宗地，地块
合宗后用地面积为41953.95平方米（ 其中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
司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9142.81平方米，为出让地；海南省海
运总公司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561.46平方米，为出让地；海
南宝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3249.4
平方米，为划拨地。为办理宝岛花园不动产权证，按市国土局要
求需办理两宗地的土地合宗手续。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进行批前公示，如有异议可通过信件或
邮件进行反映。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3月18日至
3月 29日）。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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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

海南省海运总公司 2019年3月18日

海南国际仲裁院
面向全国遴选委托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公告

为体现仲裁独立、公正、高效的优势和特点，不

断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海南国际仲裁院面向全国

遴选符合要求的鉴定、评估专业机构，编制《海南国

际仲裁院委托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名录》。具体申报

事项，请登录海南国际仲裁院官网（http://www.

hnac.org.cn）通知公告栏查询。

海南国际仲裁院

2019年3月18日

公司简介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共三亚市委员会、三亚市人民政

府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新设的国有独资综合性投资企业。
公司将积极利用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平台的资金资本融通功能，
逐步构建起以基础设施板块、区域综合开发板块、高新技术板块、
文旅板块和现代服务板块为主的投资板块。通过主要板块的协同
运作，加快金融资本扩张，形成产融结合、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布
局，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努力成为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生力军。

公司招聘公告
一、招聘基本条件
1、政治思想可靠、身体健康，热爱职业岗位，具有良好敬业

精神。2、性格开朗踏实、沟通主动，自我管理严格，具有团队合
作精神。3、熟悉专业知识、视野开拓，风险意识较强，具有工作
创新精神。

二、招聘人员数量与具体条件
（一）资产管理部
◎资产管理部主任1名
◎资产管理助理1名
（二）投资管理部

◎投资管理部主任1名
◎投资管理助理1名
（三）审计与风险管理部
◎审计与风险管理部主任1名
◎审计助理1名
（四）人力资源部
◎人力专员1名
（五）财务部
◎财务部主任1名
◎财务人员1名
（六）行政办公室
◎文秘人员1名
三、报名方式
1、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和相关资料（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

箱：sanyafzkg@126.com，标题请注明应聘的岗位。
2、资料投递截至2019年3月30日
3、符 合 条 件 者 将 电 话 通 知 面 试 。 联 系 人 ：小 林

18889290001
四、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详见三亚市政府门户网站、三亚市

财政局门户网站。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诚聘启事

埃航失事客机一“黑匣子”内的数据已导出
另一只“黑匣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内数据仍在继续解析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16日
宣布成功导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
事客机其中一只“黑匣子”存储的数
据，已经移交埃塞方面调查人员。

同一天，埃塞官员说将加快辨认
遇难乘客的身份。

高速爬升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声明，

已经成功导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内数
据，17 日将继续解析另一只“黑匣
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内数据。

这一机构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传

图片，显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外表有
磕碰痕迹，但总体完好。

声明说，这一机构没有听取语音
记录器的录音。

一名听过录音的埃塞方面人士告
诉路透社记者，失事客机飞行员起飞
后不久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控制问
题”，希望获得许可、以快速爬升至海
拔 4200 米以上、即机场上空大约
2000米。

这名消息人士说，客机随后以“不
同寻常的高速”飞行，爬升不久后飞行
员紧急要求返航；客机最终从雷达屏

幕中消失。
由于空难调查没有结束，这名消

息人士要求不公开姓名，但说客机的
控制问题是促使飞行员操纵飞机爬升
的原因。

全力善后
埃塞交通部长达格玛维特·莫格

斯16日告诉媒体记者，正在等待调查
结果，将“尽全力”查明客机失事原因；
只是，这类调查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用以作出具体结论。

她说，埃塞方面已经着手借助

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信息确
认遇难者身份，预期将持续6个月，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机构将提供
帮助。

按照莫格斯的说法，埃塞方面已
经发放临时死亡证明，正式死亡证明
将在2周内发放给遇难者家属。

一场遇难者集体悼念活动预定
17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莫格斯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派出16人协助调查，客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人员同样参与。

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

尔·埃尔韦尔先前说，现有信息显示，
埃塞失事客机与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
失事客机的飞行轨迹“差不多”，将依
据“黑匣子”的分析结果判断两起空难
是否有关联。

波音公司在去年狮航空难后说，
将升级737 MAX系列客机的飞行控
制软件；这家企业在埃塞航空空难后
说，软件升级将在“今后几周”完成。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波
音公司打算一周至10天内发布升级
后的软件。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事件追踪

多国调查新西兰枪击案嫌疑人
3月16日，新西兰枪击案主要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首次出庭，受到一项谋杀罪

名指控。警方预期他会受到更多指控。土耳其等一些国家开始着手调查塔兰特的
出入境记录和逗留期间活动。

阿卜杜勒·阿齐兹告诉媒体，他
当时和家人在清真寺内，枪手在外
面开枪，他顺手抓起一台信用卡刷
卡机，冲出去大喊“过来”，试图吸引
枪手注意力。

枪手跑向汽车、去取第二支枪，
阿齐兹把刷卡机向他扔去。稍后，
枪手带着枪返回，向阿齐兹射击。
阿齐兹以停在路上的汽车为掩护，
与枪手周旋，对方没有击中他。

阿齐兹发现枪手丢弃的第一支
枪，捡起来向对方扣动扳机，但枪里
没有子弹。

这时，枪手再次向汽车跑去，可
能又去取枪。“我把枪扔向他的汽

车，”阿齐兹说，“枪像箭一样，重重
砸在车窗上……把他吓住了。”

阿齐兹说，枪手咒骂他，威胁杀
死所有人，却开车离开。阿齐兹沿
路追赶，枪手驾车掉头，加速逃离。

最终，警方逼停枪手的车，把他
抓获。

这座清真寺的伊玛目拉提夫·
阿拉比说，清真寺里当时有超过80
人，如果不是阿齐兹挺身而出，“恐
怕我们所有人都完了”。

阿齐兹现年48岁，童年时期逃
难离开阿富汗，先前在澳大利亚居
住20多年，后移居新西兰。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一名平民男子
枪击现场挺身斗枪手

否则第二座遇袭清真寺人员伤亡可能更大

亚特兰大机场连续21年
居世界最繁忙机场之首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第三次名列世界第二繁忙机场

国际机场理事会发布2018年旅行数据显示，
美国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以超
过1.07亿客运吞吐量位居世界最繁忙机场之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这是亚特
兰大国际机场连续第21年成为世界最繁忙旅客
机场。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距离八成美国人国内旅
行目的地飞行时间不到2小时，因此成为出入北
美洲的枢纽空港。

全球最繁忙的20座旅客机场去年客运吞吐
量为15亿人次，比2017年增长4.7%。

报告还显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018年第三
次名列世界第二繁忙机场，客运吞吐量近1.01亿
人次，比2017年增长5.4%。此外，香港国际机
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选
世界最繁忙的20家机场，分别位列第八、第九和
第十三名。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开发出高速3D打印
塑料部件新系统
效率是传统3D打印技术的8倍

新华社柏林3月17日电 德国弗劳恩霍夫模
具和成型技术研究所日前开发出一套新的3D打
印系统，能高速、低成本打印塑料零部件，效率是
传统3D打印技术的8倍。

3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森塔尼，
洪灾过后一片狼藉。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17日说，印尼东部巴布亚
省16日晚发生的洪涝灾害已导致42人死亡、21
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印尼东部发生洪灾
42人死亡21人受伤

一名平民男子在这次枪击事件中被视为“英雄”。据
他和目击者叙述，他挺身而出、与枪手搏斗，否则第二座
遇袭清真寺人员伤亡可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