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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示
因苍峄路周边市政路网工程一苍峄一路施工，计划分为两

个阶段封闭施工苍峄一路:第一阶段计划时间2019年3月20
日至2019年5月1日封闭苍峄一路与建设二横路交叉处路口
(南航部队门口)至苍峄一路与苍峄二路交叉口段: 第二阶段计
划时间2019年5月2日至2019年6月18日封闭苍峄一路与苍
峄路交叉口至苍峄一路至苍峄二路交叉口段。封闭区域禁止车
辆和行人通行，沿线住户、单位人员及车辆出行，需注意交通指
示标识或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出行，经过车辆改道行驶，由此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海口市龙华区城乡道路规划建设站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3月1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迁坟通告
根据海府[2014]34号征地通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

秀英区长流镇327.99亩集体土地作为市储备地项目（海南锦绣
实业有限公司周边土地整合）建设用地。征收土地位于南海大
道北侧，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到
长流镇人民政府办理搬迁坟墓登记手续，逾期当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王先生: 13807577201

陈先生: 13698976049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9年3月20日

星华海岸城二期项目建筑方案
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星华海岸城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属《海口市粤海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1401、G1402、G1403地块范围。项目于
2016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于2017年11月、2018年9月变更方案，
方案内容为19栋地上3-24层，地下1层住宅、商业及产权式酒店，
批建面积为地上150907.41m2，地下52037.41m2。现建设单位申请
调整建筑功能、小区配套、建筑单体及地下室等内容。经审查，调整
方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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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
月20日至4月0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口日报；海南日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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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0日

展示时间：2019年3月26日至27日。展示地点：海口市海府路
72号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办公区。特别说明：竞买人须依
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3月28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
（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
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
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
文件。报名时间：3月29日8:30-10:30。报名及拍卖地点：海口市海
府路72号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网
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9年3月29日11：00公开拍卖下列车辆：

（190320期）

序号

1
2
3
4
5
6

车牌号

琼AKX602
琼ADL121
琼AKX862
琼AY7619
琼ADL225
琼AV1918

车辆型号

大众汽车牌SVW6451MED
恩威牌DHW6452B(CR-V2.4)
大众汽车牌SVW6451MED
大众汽车牌SVW6451DFD

恩威牌DHW6452B(CR-V2.4)
尼桑牌ZN1032U2G3

登记日期

2013.03.04
2011.07.28
2013.03.04
2010.07.19
2011.07.28
2010.03.03

参考价
（万元）
7.8
5.6
7.5
5.3
5.8
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
1
1
1
1
1

土耳其DHA通讯社报道，塔尼
什的父亲穆罕默德·塔尼什说，如果
儿子有责任，“必须受到惩罚”。

老塔尼什说，他2008年回国，随
后与儿子失去联系。塔尼什的母亲
和塔尼什依旧在荷兰居住。

据荷兰媒体报道，塔尼什前科
累累，多次被捕，是警方的“老熟

人”。2013年12月，塔尼什在距离
案发地点较近的一间公寓对空鸣
枪，受到刑事调查。《乌得勒支日报》
报道，塔尼什两周前因涉嫌2017年
一起强奸未遂案出庭。

塔尼什还有威胁和辱骂妇女、羞
辱和威胁警察、盗窃自行车、醉酒驾
驶、“嗑药”驾驶等前科，但总是被捕不

久便获释。警方没有证实这些说法。
另一些报道则让人容易联想到

恐怖主义动机。
英国广播公司土耳其语频道以

一名住在乌得勒支的土耳其商人为
消息源报道，塔尼什出生在土耳其
中部约兹加特省，早年在俄罗斯车
臣共和国打仗。上世纪90年代，俄

罗斯联邦政府与车臣分离主义势力
两次爆发战争，一些域外恐怖分子
和极端组织武装人员参战。

那名商人说，塔尼什数年前因
涉嫌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
而被捕，稍后获释。他生性孤僻，不
与当地土耳其裔族群往来。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塔尼什现年37岁，在土耳其出生。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18日说，土耳其情报机关正
在自行调查。“一些人说这是家庭纠
纷，一些人说这是恐怖袭击……我
们的情报机关正在调查这件事。我
还没有与我们的情报主管讨论过。”

一名荷兰检察官说，袭击可能
有“家庭原因”。土耳其官方媒体阿
纳多卢通讯社以塔尼什的几名亲戚
为消息源报道，塔尼什朝电车内一
名女性亲戚开枪，射击试图帮忙的
乘客。一些荷兰媒体以目击者为消
息源，同样报道这一细节。

一名目击者说，那名女子似乎
是特定目标，向凶手自辩“我什么也
没有干”。几名男性乘客试图帮忙，
塔尼什开枪，迫使众人躲避子弹。

电车乘客达安·拉霍告诉荷兰
广播节目公司（NOS），枪击发生时，
他坐在前排，一开始不相信那是一

起恐怖袭击。“我第一个念头是，这
是某种报复之类的事情，或者有人
发了疯，抢了一把枪。”

荷兰省级议会选举定于20日投
票，结果将关联荷兰参议院席位分
配。吕特18日说，电车枪击事件促
使参选政党当天暂停选举活动。

当地时间18日 10时 45分左
右，乌得勒支西部10月24日广场
附近，一名男子登上一辆开往中央
火车站的有轨电车，开枪行凶，随
后劫持一辆小汽车逃跑。

乌得勒支市市长扬·范扎嫩当
天晚些时候通报，枪击致3人死亡、
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吕
特下令全国20日下半旗哀悼。

乌特勒支市是荷兰乌特勒支
省省会的名字。枪击发生后，这
座荷兰第四大城市的清真寺和学
校关闭，机场、政府建筑加强警
戒。案发大约 7个小时后，全副
武装的警员包围一座距离案发地
点大约 3公里的建筑，逮捕塔尼
什。荷兰国家安全和反恐协调局
把乌得勒支省的恐怖袭击威胁级
别从最高的5级调回至4级。

德新社和荷兰《电讯报》报道，
警方当天逮捕另外两名嫌疑人。
暂不清楚这两人与枪击事件的关
联程度。荷兰执法部门说，仍在调
查可能的恐怖主义动机。范扎嫩
说：“我们假定有恐怖动机。”

“有许多疑问和传言，”吕特在
海牙市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作
案动机是什么，是恐怖主义还是其
他原因，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们不
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赖斯特
彻奇两座清真寺 15 日遭一名白
人至上主义者袭击，50 人死亡、
50人受伤，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把
它定性为恐怖袭击。一些人担
心，这起事件可能在欧洲触发新
一轮恐怖袭击。

荷兰乌得勒支市警方当地时间18日晚宣布，造成3人死亡的电车枪击案件嫌疑人已在该市被逮捕。警方称，本
次电车枪击事件有三名嫌疑人，包括土耳其裔枪手格克曼·塔尼什。

荷兰首相吕特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嫌疑人作案动机仍不明确，尚不能排除该事件涉恐怖主义的可能
性。执法部门仍在调查电车枪手是否有“恐怖主义动机”。

荷兰发生电车枪击事件，嫌疑人被捕
枪手作案动机仍不明确

枪击致3人死亡、5人受伤

袭击动机可能有“家庭原因”B

涉案枪手前科累累，多次被捕C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华为去年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9日电（记者刘曲）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19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超过25万件，比2017年增长
3.9%，再创纪录。2018年在通过该组织提交的国
际专利申请中，半数以上来自亚洲。其中，中国华
为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企业中位居全球第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华为公
司在2018年提交了5405件国际专利申请。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这是有
史以来，一家公司创下的最高纪录。”曾于2016年
夺得申请数量之冠的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在2018
年以2080件国际专利申请排名第五。在提交专
利申请数量前10位的企业中，有6家来自亚洲，2
家来自欧洲，2家来自美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定于19日至23日访问
科威特、以色列和黎巴
嫩，与相关国家磋商地区
安全等问题。分析人士
指出，蓬佩奥此访距离
他上次到访中东仅有两
月之隔，凸显出这一地
区在美国外交棋局中的
分量。同时，美国在该
地区的政策充斥着
干涉主义和利己主
义色彩，不会给中
东地区带来真正
的和平。

美国务卿时隔两月再访中东为哪般?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说，蓬

佩奥此次将率团出席在科威特举行的
第三届两国间战略对话，集中讨论双
方在防务、反恐、网络安全、经贸、教育
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将会晤科威特领
导人，讨论也门局势、叙利亚问题以及
组建“中东战略联盟”等。

出访以色列期间，蓬佩奥将与
以方讨论如何遏制伊朗影响力等
问题。他还将和以色列、塞浦路
斯、希腊官员举行会晤，讨论能源
和安全问题。

在黎巴嫩期间，蓬佩奥将和黎方
官员讨论黎巴嫩在政治、安全、经济和

人道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美国国务院18日在一份新的声

明中总结道，蓬佩奥此次出访中东三
国的主要议题包括重振与中东地区主
要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扩
大和三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如何遏制
伊朗影响力。

蓬佩奥今年1月曾对中东展开过
密集访问，主要议题包括说服阿拉伯
国家建立针对伊朗的“中东战略联盟”
和安抚阿拉伯盟友、缓解其对美国从
叙利亚撤军的失望与担忧等。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顾正龙认为，蓬佩奥此次出访中东三
国是对1月出访的补充和延续。美高
官如此密集出访中东并不罕见，符合
美国对中东重要战略地位的定位。这
届美国政府虽然嘴上喊“撤军”，但事

实上不会放弃中东。
此次出访的一大议题是继续讨论

构建对抗伊朗的“中东战略联盟”。分
析人士指出，由于地区国家之间存在
矛盾，对“伊朗威胁”的感知度也不同，
美国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美国智库海湾国家分析公司创始
人乔治·卡菲罗认为，科威特对这个潜
在的“反伊朗同盟”相对谨慎。科威特
在两伊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中形成了
希望避免陷入邻国间冲突的安全观，

因此对这个带有明显反伊朗色彩的安
全体系并不热情。

此外，蓬佩奥预计将重申支持促
成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三国计划
中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分
析人士指出，该项目完成后，可降低
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因此美
国乐见其成。不过这一项目不仅牵
动俄罗斯的神经，还因土耳其与塞浦
路斯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而受到土
耳其的明确反对。

伊拉克、叙利亚等国饱受战乱之
苦，极端、恐怖主义威胁扩散，民族、宗
教矛盾不断……中东地区乱局难解，美
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美国嘴上

说希望中东繁荣稳定，但时时不忘“组
团”围堵伊朗，极尽所能在该地区上演
打一派拉一派的戏码。这样真能给千
疮百孔的中东带来急需的稳定吗？

在这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代，国
际社会需要的不是拉帮结派，而是通
过协商合作建设性地解决分歧，化解
矛盾。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中东地区乱局难解，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行讨论也门局势、叙利亚问题

重点构建对抗伊朗的“中东战略联盟”

基因编辑食品
有望今夏在日本上市

据新华社东京3月19日电 如果一切顺利，
基因编辑食品将在今年夏天走上日本人的餐桌。

报告认为，与转基因食品不同，基因编辑食品
只是通过基因编辑手段编辑物种本身的基因，不
转入其他物种的基因。目前未发现基因编辑食品
诱发癌症或者其他安全问题，因此无需审查。共
同社报道称，日本正在开发的基因编辑食品包括
增加降血压成分的西红柿和个头更大的真鲷等。

强热带气旋袭击莫桑比克
至少84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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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扎尔巴耶夫宣布
辞去哈萨克斯坦总统职务

新华社阿斯塔纳3月19日电（记者张继业）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19日宣
布辞去总统职务。

纳扎尔巴耶夫当天在对国民发表电视讲话时
宣布自3月20日起辞去总统职务。他表示，到举
行总统选举前，哈萨克斯坦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将
由哈议会上院议长托卡耶夫代为履行。辞去总统
职务后，纳扎尔巴耶夫仍将担任执政党“祖国之
光”人民民主党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纳扎尔巴耶夫现年78岁，曾担任哈萨克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哈共中央第一书记、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哈
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等职务，曾当选苏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2月，当选独立后的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之后四次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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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斥巨资
研发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张莹）美国能
源部18日说，将拨款5亿美元给美国英特尔公司
和克雷公司，以共同建造美国首台可实现每秒百亿
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该超级计算机预计
2021年交付，将主要用于推进科研和新发现。

美能源部18日发布公报说，这台命名为“极
光”的超级计算机将建在能源部下属阿尔贡国家
实验室。据介绍，“极光”超级计算机将基于克雷
公司新一代超算系统“沙斯塔”，并采用英特尔专
为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和高性能计算而设计的一系
列新技术。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也就是E级超级
计算机，目前，它的研制是国际上高端信息技术创
新和竞争的制高点。

这是3月17日在莫桑比克贝拉拍摄的受损
的房屋。据莫桑比克国家灾害管理机构18日发
布的消息，强热带气旋“伊代”14日晚间开始袭击
该国中部沿海地区以来，已造成至少84人死亡、
约1500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