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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通告
各单位、群众：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海口市秀英区镇域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唯一合法承包人。近日，我公司发现存在未经我公
司许可，擅自在我公司该项目施工的行为，且以我公司该项目名义对
外进行项目材料采购，人员聘用、劳务班组聘用等，上述行为已侵犯
我公司合法权益。为此，特通告如下：一、未经我公司书面许可，任何

人或单位等不得在我公司该项目进行施工活动，不得以我公司该项
目名义从事任何材料采购、人员聘用、劳务班组聘用等，否则追究法
律责任。二、任何未经我公司书面授权行为的材料采购、人员聘用、劳
务班组聘用等，请立即解散，我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三、如有与该项
目相关的材料采购、人员聘用、劳务班组聘用等，请于2019年10月
10日前与我公司人员联系（联系人：肖峰，联系电话：18608960875）。
逾期，视为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通告。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7日

本号水厂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天后园村北面约
700m处的公路南侧，本次项目取水规模为 1.86 万m3/d；新建
DN400输水管道2条，总长为8.0km，输水规模1.86万m3/d；水厂扩
建规模1.5万m3/d；新建配水管道15km。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1、征求意见
稿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1jgIBBYNkknt-
Rz7cBv2vw（提取码：kbva）。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前
往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查阅（地址：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滨河南路8号餐饮街A栋3楼）。三、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取水口及管道管道沿线周
边）的公民、法人和组织的意见。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https://
pan.baidu.com/s/1HkS0BD7DprNuSOva5nqUmw（提 取 码 ：
sogk）。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电话、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
议。建设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滨河南路8号餐饮街A栋3
楼 联 系 人 ：傅 工 。 联 系 电 话 ：18889578023。 邮 箱 ：
274122600@qq.com。有效期自公示发布之日2019年10月8日
起，公示10个工作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海口金贸支行、海口海甸支行、海口南航支行、海口红城湖支行等债权联合催收公告
下列债务人在我行的欠款以及相应的利息已逾期。现发出催收公告，限以下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我行履行还款或担保义务，否则我行将依法采取措施进行清收。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数据截止2019年8月底）。联系电话：66150158，66150127。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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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金贸
支行

琼山市府城城市信用合作社

海南发展银行

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省证券公司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海口市融资中心
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机设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152,570.02

2,175,360.24

12,771,921.74

10,582,332.06

19,520,566.67

25,000,000.00
6,800,000.00
15,0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0
3,543,956.05

海南华侨基
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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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金贸
支行

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资金市场
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省证券公司
海口市海秀信用社
海口市红旗信用社
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融资中心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华能金融公司
海南发展银行汇南支行
海南发展银行实银支行
海南金景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6,744,287.84
2,845,534.35
4,450,000.00
954,707.60
1,930,700.00
8,500,000.00
22,000,000.00
7,000,000.00
20,000,000.00
1,755,430.22
26,790,000.00
19,000,000.00
9,000,000.00
7,189,791.78
28,000,000.00
477,463.60 租金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余额 担保人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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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海甸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南航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红城
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金贸
支行、海南省分行
营业部、海口金穗
实业发展公司

海南黎苗风情村

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海景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资金市场

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2,834,943.72
3,411,822.78
120,000.00

1,258,910.41

22,200,000.00

70,000,000.00

租金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余额 担保人名称 备注

新华社休斯敦10月6日电（记者
高路 刘立伟）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6
日就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
日前发表错误涉港言论表示强烈不

满，并向该队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当天在其

网站上说，中方对火箭队总经理莫
雷日前发表错误涉港言论表示震惊

和强烈不满，已经向火箭队提出严
正交涉，要求该队作出澄清，立即纠
正错误，并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
影响。

总领馆表示，当前，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是香港社会各界最广泛
的共识和最强烈的呼吁，“任何一
个有良知的人都应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做出的
努力”。

莫雷日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错
误涉港言论，此后又将该言论删除。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对火箭队总经理错误涉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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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7日电
（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卡罗琳医学
院7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威廉·凯
林、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科学家
彼得·拉特克利夫，以表彰他们在“发
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供应”方
面所做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动物需要氧气才
能将食物转化成有用的能量，人们了
解氧气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已有数个
世纪，但细胞如何适应氧气水平变化
长期不为人知。

今年的三名获奖科学家发现了
“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不断变化的
氧气供应”，并确认了“能够调节基
因活性以适应不同氧气水平的分子
机制”。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揭
示了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适应性过
程的机制”，为我们理解氧气水平如
何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奠
定了基础。

评奖委员会强调，今年的获奖
成果为人类开发出“有望对抗贫血、
癌症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
平了道路”。

委员会秘书托马斯·佩尔曼在当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

与三名获奖科学家取得了电话联系，
三人均表示“很高兴能够分享”今年
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凯林1957年出生在美国，现就
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拉特克利夫1954

年在英国出生，现就职于英国牛津大
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塞门
扎1956年出生于美国，现就职于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三名科学家将分享900万瑞典

克朗（约合91万美元）奖金。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6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航天局6日说，国际空
间站的2名美国宇航员当天完成了
约7个小时的太空行走，为空间站
更换更高性能的锂电池。这是国
际空间站上的第219次太空行走。

美国东部时间6日下午2时40
分（北京时间7日凌晨2时40分），
美国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和安

德鲁·摩根完成了今年空间站的第
6次太空行走，用时7小时1分。

美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二人
将Port-6桁架结构上的镍氢电池更
换为体积更小、更强大的锂离子电池，
后者由日本“鹳”号货运飞船9月28日
运抵国际空间站。2名出舱宇航员提
前完成了预定任务后，还完成了原定
于10月11日进行的电池更换任务。

美航天局说，国际空间站宇航
员计划在3个月内进行10次复杂的
太空行走，出舱频率创国际空间站
2011年完成组装以来的纪录。10
月计划进行的5次太空行走主要为
空间站桁架结构更换电池；另外5次
太空行走计划于11月开始，任务是
修理空间站的太空粒子探测器“阿
尔法磁谱仪”。

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0月6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约旦河西

岸城市拉姆安拉参加会议。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6日表示，巴勒斯坦将

坚持要求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
举行大选。 新华社/法新

巴勒斯坦坚持要求在约旦河西岸、
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举行大选

研究称银河系中心
在350万年前发生大喷射

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记
者周舟）澳大利亚和美国研究团队
近来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
黑洞在350万年前喷射出巨大能量
束，像灯塔光束一样沿两极扩散形
成两个锥形喷发云，这有助于了解
银河系的形成。

研究显示，这种被称作“赛弗特
星系耀斑”的事件起初在黑洞附近
形成直径较小喷发源，逐渐扩大形
成巨大的“电离作用锥”。耀斑最终
逃逸出银河系，影响到约20万光年
外的狭长气体带“麦哲伦流”。

研究显示，这种规模的爆炸强
度只可能来自与人马座A黑洞有
关的核活动，这一黑洞质量大约是
太阳的420万倍。

研究人员使用美国航天局哈勃
太空望远镜获取的数据计算得出，
这一事件发生在300多万年前，爆
炸可能持续了30万年。研究人员
说，就星系尺度而言，这一时间相当
晚近，表明银河系中心比此前认为
的活跃得多。

论文共同作者、悉尼大学的玛
格达·居列尔莫说，过去人们认为银
河系并不活跃，其中心不太明亮，这
一结果极大改变了对银河系形成和
本质的认识。这项研究6日预发表
在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即将发
表在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新研究首次观测到
病毒“组装”过程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
一个美国科研团队日前发表报告

说，他们首次实时观测到了单个病
毒的“组装”过程，这有助于深入了
解病毒形成的机制，从而开发出消
灭病毒、治疗相关疾病的新方法。

生物学界目前已知病毒的具体
结构，但尚不清楚这一结构是如何
形成的，此前相关研究都是利用模
型来推测形成过程。直接观测的难
点在于组成病毒的“零件”极小，它
们之间的互动又很弱。

哈佛大学团队在新一期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利用干涉散射显微镜技术，
对一种单链核糖核酸（RNA）病毒
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观测。这种技术
运用光学原理，可精确显示微小物
体的动态变化。

单链RNA病毒是常见的病毒
种类，感冒、手足口病、脊髓灰质炎
等疾病都与此类病毒有关。哈佛团
队此次研究的是一种与大肠杆菌有
关的单链RNA病毒。

他们观测到，约3600个核苷酸
首先积聚形成RNA核心，然后约
180个相同的蛋白质以五边形或六
边形结构相互连接，围绕这一核心

“组装”成足球结构的病毒外壳，整
个过程只需要1到5分钟时间，且
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美宇航员完成7小时太空行走

这是 10 月 6
日在以色列中部城
市哈里什附近拍摄
的考古现场。

以色列文物管
理局6日宣布，该
国考古学家在中部
城市哈里什附近发
现一处有约5000
年历史的迦南城市
遗址，有助于了解
当时的城市化进
程。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发现
5000年前
迦南古城遗址

土耳其总统称可能随时
在叙北部发起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7日电（记者郑思远
施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日表示，美军已开始
从叙利亚北部相关区域撤出，土耳其可能随时在
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

埃尔多安在记者会上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
普6日晚进行了通话，土耳其决定清除叙利亚北
部的土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以及叙库尔
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可能在任何时候发起军
事行动。美方已开始从相关区域撤出。他没有透
露军事行动的更多细节。

埃尔多安还表示，美军撤出相关区域后，区域
内过去两年被俘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将由土耳其负责处理，土方正在研究处理方案。

美国白宫6日表示，美军方对土耳其即将进
入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不支持、不参与”，美军会
撤出相关区域。另据《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官员的
话报道，约100名至150名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
士兵将在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前撤出，但他们不
会完全撤出叙利亚。

埃尔多安5日表示，土耳其将于近日在叙利
亚北部的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以
肃清在叙边境活动的库尔德武装，并在叙设立“安
全区”。

长期以来，土耳其与美国在“人民保护部队”
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合法性问题上存在分歧。
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政府列为恐
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美国则
视其为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友。

乌克兰多地民众举行
反“施泰因迈尔模式”集会示威

新华社基辅10月6日电（记者李东旭）乌克兰
多地民众6日举行集会示威，反对总统泽连斯基同
意“施泰因迈尔模式”文本，单方面从顿巴斯地区
军事接触点撤军。

从当地时间6日中午开始，大批民众在乌克兰
首都基辅独立广场举行集会示威。他们高呼“不要
屈服”口号，反对政府同意“施泰因迈尔模式”文本，
反对给予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并单方面从顿巴斯
地区军事接触点撤军，要求重新启动谈判程序。

据基辅警方通报，警方和国民卫队出动300
多人维持现场秩序，整个集会活动没有发生暴力
行为。之后，集会人群还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举
行游行示威。

据乌通社报道，除基辅外，当天利沃夫、文
尼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也发生了集
会游行。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安组
织、俄罗斯）及乌东部顿巴斯地区代表1日在白俄
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例行会谈上，以书面形式
确认同意“施泰因迈尔模式”文本。该模式是2015
年时任外长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提出的政治解
决方案，涉及乌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特
殊地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