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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A050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李小芳、郑琼联名下土地位于滨江西路西侧，属于《海口市南渡
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507地块范围，因地块规划容积率等
指标与土地证约定不一致，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控规调整更正
程序对A0507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9
年3月25日至4月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
//ghw.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
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25日

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
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自然
人和联合体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
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入账时间为
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成交价不得
低于出让底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
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26日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
公楼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在2019年4月26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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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进行。挂牌起始时间为：2019年4月19
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15:00；挂牌现场会时
间为：2019年4月29日15:00。（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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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七）竞买
成交当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东方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海南东
方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

议》。并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海南省产业项目用
地准入和对赌协议》上约定的内容完成付款和后续开发建设。（八）
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
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根据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及东方市发展
规划，该宗地拟引进项目为高新技术产业，控制标准投资强度为300
万元/亩，年度产值为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30万元/亩。
（十）该用地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产业政策要求。（十一）竞得人必须采
用先进生产工艺设备，不得转移使用国内外发达地区淘汰或更新下
来的生产线（设备）。（十二）项目建成投产后，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不得高于1吨标煤/万元。（十三）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
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
需条件的净地。（十四）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
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定
由竞得人支付。（十五）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
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六）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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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咨询方式。联系人：陆
先生 马先生。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5308910。地
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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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19〕2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
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规划指标和出让控制指标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2445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2445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9年5月15日10时至2019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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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琼海市嘉积
镇银海经济开发区“椰香海韵”4层406房，起拍价：75万元，竞买保证
金：15万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4月22日起至2019年4月26日
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自行前往看
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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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竞买人自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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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展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宝宝母婴用品联合主
办的佳贝艾特杯第十一届南国宝宝大赛投票通道开启啦！参赛
者可关注南国宝宝微信公众号开启拉票环节。3月25日至4月
8日转发链接邀请亲朋好友助力投票更有价值万元大奖等您赢
取。若您还未报名，也可以关注南国宝宝微信公众号了解参赛
要求，并上传照片即可报名，开启您的赢取大奖之旅。

南国宝宝大赛决赛将于4月20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除此外，2019海南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暨首届南国宝宝
亲情节也将在此隆重举办，该活动是一场集“孕”、“产”、“养”、

“教”、“乐”为一体的行业盛会。还有明星大咖亲临揭幕，盛况空
前！娱乐、比赛、大奖、钜惠疯狂来袭！展会将360度全景展示
母婴生态链，展览类别涵盖母婴用品、食品、玩具、服装、车床汽

座、早教、月子会所、儿童摄影机构、儿童特殊服务、儿童游乐、少
儿培训、家政服务、医院、银行、保险等所有0~12岁婴幼儿童及
孕产妈妈所需的商品及服务。

届时，还将在展会上首倡异业联盟，促成异业融合，赋能南
国宝宝一卡通亲情卡。持卡客户可尊享母婴产业链“孕”、“产”、

“养”、“教”、“乐”异业商家VIP会员权益，各异业商家最低抵扣
优惠低至5折！

首届南国宝宝亲情节共设寻宝、闯关、选秀、走T、音乐趴、
平衡车、纪录赛、文化展、一站逛齐、飞来大奖等十大主题活动。
现广邀海南0-6岁家庭宝爸宝妈，带上自家小宝贝，开启奇幻之
旅！门票获取方式可关注南国宝宝母婴微信公众号或至南国宝
宝门店详询。

佳贝艾特杯第十一届南国宝宝大赛投票通道已开启

一、选聘基本信息：1.业务委托方：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2.项目名称：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3.企业基本情况：海南
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海口市正义路3号；注册
资金：人民币贰亿元；现任法定代表人：梁泰铭；经济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营；国有股权的运作
和管理；国有资产的产权重组；国有资产的收益管理及再投资；房地
产投资；酒店投资；国际、国内航空体育赛事举办；农业开发；信息咨
询服务；财务顾问。

截至2012年1月31日，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资产总额为30,680.88万元，负债总额为4,533.22万元；净资产总
额为26,147.66万元。

截至2015年4月30日，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资产总额为39,531.74万元，负债总额为11,168.87万元；净资产

总额为28,362.87万元。4.审计地点：海口市正义路3号。
二、基本要求:1.审计目的：对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进行经济责任评价。2.审计范围：
（1）王吉同志经济责任审计期间自2009年9月1日至2012年1月31
日止。（2）徐晓杰同志经济责任审计期间自2012年2月1日至2015
年4月30日止。3.审计时间与工作效果：中介机构于中选次日进场，
应派出至少2名具有经济责任审计资质的专业人员负责本项目，签
订委托协议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分别出具正式审计报告。4.参选资
格要求：中介机构须为入选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介机
构备选库且具有经济责任审计资质。

请有意向的中介机构提供报价函，我公司经比选后确定中选中介
机构。报价文件递交时间：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3月29日，逾
期不受理。联系人：何玉樱子，电话：18689912197。

选聘中介机构的基本要求
关于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9]13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
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
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群上路1号)办理异议登记
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
系人：夏女士 联系电话：0898-65361223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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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达喀尔3月23日电（记
者邢建桥）巴马科消息：马里中部一
个富拉尼族村庄23日遭袭，造成至
少110人死亡。

马里安全部门人员对新华社
记者说，30 多名不明身份的武装
人员 23 日清晨袭击了莫普提区邦
卡斯市附近一个富拉尼族村庄，至

少造成 110 名富拉尼族人死亡，另
有40多人受伤。

目击者说，整个村庄已烧为灰
烬。

今年 1 月 1 日，一伙武装人员
袭击了邦卡斯市附近一个富拉尼族
村庄，造成 3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
伤。

近几年，马里中部地区部族冲
突加剧，主要集中在游牧部族富拉
尼族与从事农耕的班巴拉族和多贡
族之间。

马里一村庄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至少110名平民死亡,目击者说，整个村庄已烧为灰烬

新华社华盛顿3月23日电（记
者刘晨 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23
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完
全失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控
制区。

特朗普在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

中说，由“伊斯兰国”在叙伊建立的所
谓“哈里发国”已经“百分之百”被清
除，未来美国将继续警惕“伊斯兰国”
势力，协同盟友打击极端恐怖分子。

分析人士认为，即使“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所有据点被清除，其残余

势力仍会在叙东部沙漠地带活动，一
些成员藏身民间继续伺机发动袭击，

“伊斯兰国”仍构成安全威胁。
“伊斯兰国”2014年6月宣布建

立所谓的“哈里发国”，曾控制伊拉
克西部、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东部

和中部大片土地。2014年 8月，美
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
目标实施空袭，当年9月将空袭范
围扩大至叙境内，并发起组建打击

“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拉克政
府在2017年底宣布，政府军已收复

“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所有领土，
伊拉克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
性胜利。

根据联合国一份报告，目前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员仍
多达1.8万人。

特朗普称完全清除“伊斯兰国”在叙伊控制区

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
利亚民主军”23日宣布拿下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最后据点、叙利亚东部代
尔祖尔省的巴古兹镇。美国白宫此
前也宣布，“伊斯兰国”已完全失去在
叙利亚的所有控制区。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曾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占据大片地区的“伊斯兰
国”已经地盘尽失，但它对叙利亚乃
至全球安全的威胁远未消除。对于
叙利亚来说，在“伊斯兰国”溃败后，
叙政府与库尔德武装的矛盾将进一
步凸显，再加上外部势力在叙博弈，
叙乱局依旧难解。

“伊斯兰国”威胁犹在
巴古兹镇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

交界处，毗邻幼发拉底河，是“伊斯兰
国”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处据点。“叙利
亚民主军”认为，拿下这里是各方期待
已久的“历史性时刻”。不过，分析人
士认为，“伊斯兰国”的威胁仍然存在。

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消息，“伊斯兰国”尚
有残余势力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沙
漠地带藏匿，一些成员藏身民间伺机
发动袭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
特尔本月上旬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
示，“伊斯兰国”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战
术，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此，打击

“伊斯兰国”的战争远没有结束。
叙政治分析人士马希尔·伊赫桑

说，“伊斯兰国”的据点虽然被捣毁，
但其极端主义思想却没有消亡，仍继
续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产生不良影
响，随时可能滋生出新的极端组织。

叙媒体人士穆罕默德·阿什卡尔
也说，“由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仍
有生存土壤，要彻底铲除该组织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

库尔德问题凸显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彻底

溃败，叙局势如何发展备受关注。分
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退场后，叙政
府和库尔德武装之间的矛盾将凸显。

近年来，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组
织“叙利亚民主军”在打击“伊斯兰国”
过程中逐步控制了叙北部和东部大片
地区，大致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叙政府
军对峙。库尔德人在其控制区内建立
自治的“联邦区”引发叙政府不满，但双
方在打击极端势力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被暂时搁置。

叙政府不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
地位，且对于收复库尔德武装控制区

决心坚定。叙国防部长阿里·阿卜杜
拉·阿尤布本月早些时候对媒体表示，

“叙利亚民主军”面临两个选择，“要么
和解，要么其控制区将被武力夺取”。

伊赫桑认为，叙国防部此番表
态是对库尔德武装发出的警告，

“‘伊斯兰国’问题解决后，收复叙东
部领土成为叙政府接下来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

叙库尔德武装官员、曼比季军事
委员会发言人沙尔凡·达尔维什23日
对新华社记者说，库尔德人希望实现
自治，为此已做好与政府对话的准备。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立场很难调
和。“叙利亚民主军”总指挥马兹卢
姆·科巴尼 20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确保库尔德人自治的法律地位
以及“叙利亚民主军”对幼发拉底河
以东地区的控制是他们与叙政府谈
判的“红线”，库尔德人将为之而战。

外部博弈添变数
与此同时，美国、土耳其等外部势

力之间的博弈也令叙局势充满变数。
长期以来，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库

尔德武装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矛盾
一度十分尖锐。土耳其认为，叙库尔
德武装是被土政府视为恐怖组织的
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美国
则认为库尔德武装是美军打击“伊斯
兰国”的重要盟友。

伊赫桑认为，土耳其和美国都希
望借库尔德问题在叙利亚攫取利益，
叙政府收复东部地区的难度很大，叙
利亚实现领土完整、和平稳定还面临
诸多变数。

此外，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
所资深研究员戴维·波洛克认为，随
着大规模打击“伊斯兰国”战事的结
束，美国从叙利亚逐步撤出，这将形
成“权力真空”，从而加剧该地区其他
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

“叙利亚乱局深受大国博弈和外
部势力介入的影响，铲除‘伊斯兰国’
远不足以解决危机，”伊赫桑说。

(新华社大马士革3月 23日电
记者 郑一晗 汪健)

国际观察

“伊斯兰国”地盘尽失 叙乱局依旧难解

“叙利亚民主军”23日宣布拿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后据点、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古兹村。图为由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举行仪式庆祝在巴古兹的胜利。 新华社/法新

3月24日，在泰国曼谷，军人在一处投票站
投票。

泰国2014年军事政变后的首次大选24日
拉开帷幕，选举委员会预计全国80%的选民将参
加投票。正式结果将于5月9日前公布。

新华社/法新

泰国2014年政变后
首次大选拉开帷幕

百万人游行反“脱欧”
英首相或遭逼宫

英国百万民众23日在首都伦敦市中心游行，
反对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呼吁就是否“脱欧”举行
第二次公投。

组织方声称，示威总人数超过100万，形成英
国迄今最大的反“脱欧”游行。示威者拉出的横幅
展示“最佳协议是不‘脱欧’”“我们要求一次人民
的投票”等诉求。

路透社报道，这是伦敦经历的第二大示威活
动，规模仅次于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集会。

仅在三天内，一份主张取消“脱欧”的请愿书
征集到439万个签名。不少政界人物现身反对

“脱欧”游行，包括执政党保守党成员。
多数人认为，英国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一些人则担忧，“脱欧”
之争正在撕裂英国政坛。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4日报道，11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内阁大臣认为特雷莎·梅应当辞去首相
职务。这些大臣说，他们定于25日与特雷莎·梅会
面。如果她拒绝卸任，这些阁僚可能威胁辞职。

按照一名大臣的说法，“快结束了，她会在10
天内走人”。

至于下任首相人选，英国媒体诸多猜测。《星
期日电讯报》报道，支持留在欧盟的前教育大臣妮
基·摩根有望接任首相。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印尼北马鲁古省附近海域
发生6.3级地震

据新华社雅加达3月24日电 印度尼西亚北
马鲁古省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4日上午发生6.3级
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消息，地
震发生于雅加达时间11时37分（北京时间12时
37分），震中位于北马鲁古省贾伊洛洛市西北约
139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附近
多个城市有轻微震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
理局未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2018年9月，印尼中苏拉威西省栋加拉县发生
7.4级地震，地震和引发的海啸造成2000多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