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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19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载人
版“龙”飞船19日完成“飞行中发射
中止测试”，验证了火箭上升段出现
紧急情况时宇航员的逃生能力。

美国东部时间19日10时30分
（北京时间19日23时30分），搭载了
两个假人的载人版“龙”飞船搭乘一
枚“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
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升空。

美国航天局直播画面显示，发射
1分30秒后，“猎鹰9”火箭第一级发
动机关闭，“龙”飞船上为逃逸系统提
供动力的8台“超级天龙座”发动机点

火使船箭分离，猎鹰火箭随后解体。
直播画面显示，发射约2分24

秒后，已爬升至最高点的飞船抛弃其
主干段，由较小的“天龙座”推进器调
整方向，使飞船载人舱再入大气层。
发射约4分47秒后，2个引导伞和4
个主降落伞相继成功打开，随后飞船
在大西洋上实现软着陆。从发射到
降落整个过程耗时约9分钟。

据介绍，这将是“龙”飞船载人飞
行前的最后一次发射逃逸测试。美
国航天局计划今年用载人版“龙”飞
船将美国宇航员道格·赫尔利和鲍
勃·本肯送入国际空间站。

2019年3月，载人版“龙”飞船完
成首次不载人试飞，但当年4月，飞船
的“超级天龙座”发动机在一次静态点
火测试中发生异常，推迟了原计划当
年夏天进行的飞行中发射中止测试。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
国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全部“仰仗”
俄罗斯飞船。为改变这一局面，美国
航天局大力支持商业载人航天。2014
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美
国航天局获得总计68亿美元的合同，
分别建造“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和载人
版“龙”飞船，但两艘飞船的首飞时间
从最初计划的2017年多次推迟。

美国载人版“龙”飞船完成“飞行中发射中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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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债权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
联系人接洽。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
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
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
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2月25日。联系人：
张小姐、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205、66563178。通讯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编：
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
电话：010-6650772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
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46。特别声明：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月2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2018年1月9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中金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
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119,999,578.74元

利息、罚息、复利

49,097,952.2元

担保情况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何俊明、
张燕、何质恒、张敏、卢军、成都市泰福
建材有限公司、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中药厂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科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当前资产状况

该债权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担保人深圳广田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股 票 代 码
002482）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琼海远
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59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
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29,281.14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文昌、万宁、定安、琼海四个市县。该资产的
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具
体（债务人名称、数量及金额）以实际处置为准。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杨小姐。
联系电话：0898-68663444 、0898-68663234。
电子邮件：chenenxiao@cinda.com.cn

yangliang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

0898-68623068。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

yanxiaoyan@cinda.com.cn 、huangzimin@cinda.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月2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59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武警海南总队博鳌万全岭指挥中心
工程项目债务公告

由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警海南
总队博鳌万全岭指挥中心工程项目已竣工。现就债务申报登记
事宜进行公告。请有关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发布之日起30日
内，携带公司营业执照（或个人身份证）原件、与本公司之间存在
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向本公司进行债权
债务申报登记并说明抵押、担保情况；逾期将视为弃权处理，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联系人：梁红玉（13397812123/0898-
88654085）商 俊（13517884707/0898-88654085）申报登记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高新路动漫基地后山别墅广西建工集团
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办事处。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1日

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1HN0010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文昌市清澜北二环路东侧2011年
公租房1号楼12间商业铺面进行公开整体招租，招租面积：
2111.37㎡，租期5年，挂牌底价为506731元/首年。公告期：
2020年1月21日-2020年2月1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
交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
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
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月2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19）琼0108

执3183-3187号《执行裁定书》及（2019）琼0108执3183-3187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南深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灵
山国用（1998）字第08-0033号土地证书项下的120平方米、
151.99平方米、151.99平方米、352平方米、798平方米、126平方
米、224平方米、576平方米及海南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的琼山籍国用（2003）第08-00029号土地证书项下的51平方
米、41.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符凤仙，依据《土地登记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上述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9日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查
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如需纸质报告，可致电规划实施单位或评价
单位。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如下：http://qionghai.
hainan.gov.cn/xxgk/gsgg/;二、征集公众意见的范围:该规划
范围内的居民、村民和社会公众;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可通过信函、电邮等方式反馈意见。

规划实施单位：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通讯地址：琼海市中原镇康祥路12号综合服务中心三楼，联系
人：柯工，联系电话：0898-62813325，电子邮箱：498697679＠
qq.com。

环境评价单位：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通讯地址：海口市美
兰区白驹大道98号，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0898-66710452，
电子邮箱：hnhuanjyxpg＠hainan.gov.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月20
日至2020年2月6日）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2020年1月20日

尽管多方积极斡旋，并在此次峰
会上达成成果文件，但值得注意的
是，继13日利比亚冲突双方未能在莫
斯科实现直接对话和未能正式签署
停火协议之后，此次双方仍未能实现
直接对话。默克尔坦言，她与冲突双
方代表分别进行了会谈，但发现双方
分歧实在太大。

此外，从此次峰会成果文件的构
成看，倡导、要求等内容占据了很大
篇幅，而有关如何监督落实的内容则
较少。有分析认为，成果文件中缺乏
对违反文件精神的行为的约束机制
和应对措施，或将导致文件在落实中
出现问题，其实际效果可能打折扣。

与会的利比亚前过渡政府官员

卡迈勒·赫迪法认为，在欧洲召开利
比亚问题峰会，欧洲内部首先要达成
一致。然而欧洲各国在利比亚有着
不同的利益诉求，对冲突双方的态度
也不尽相同，齐心落实峰会成果文件
难度较大。

（据新华社柏林1月19日电 记者
张远 任珂）

自 2011 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利比亚陷入动荡，目前呈两大势
力割据对峙之势。得到联合国承认
的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
量控制西部部分地区；国民代表大会
与“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
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双方均被认为有外部势力支持，民族
团结政府一方的支持者为卡塔尔、土
耳其、意大利等国，而“国民军”一方
的支持者为埃及、沙特、阿联酋、俄罗
斯、法国等国。

此前，俄罗斯曾积极开展斡旋行
动，与土耳其共同呼吁利比亚冲突双

方自当地
时间本月
12日零时起
停火，并得到
双方响应。在
俄罗斯斡旋下，
双方还于13日在
莫斯科举行了间接
对话。到了此次峰会，
德国成了斡旋的东道国。

分析人士认为，包括德国在
内的欧洲多国近期积极斡旋利比亚
问题，是因为害怕利比亚成为“欧洲
腹下的叙利亚”。

此次峰会为期一天，来自12个国
家的领导人或高官以及联合国等4个
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会。会议通过了
一份包含55点成果的文件，重申对利
比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
的承诺。与会各方承诺，避免干涉利
比亚内政或武装冲突，利比亚问题没
有军事解决方案；呼吁有关各方全面
持久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不要进行任
何加剧冲突或与联合国安理会武器禁
运、停火不符的活动；设立由参会各方
参与的国际跟踪委员会，以便在联合
国主持下保持各方会后协调，并负责

查验峰会成果是否得到落实。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峰会的成果

文件否定了军事选项，各方都承诺避
免干涉利比亚内政或武装冲突，这就
为利比亚问题确立了政治解决的大方
向，具有积极意义。

一些与会领导人也对峰会成果予
以肯定。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与会
各方表现均“非常有建设性”，为解决
利比亚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会议传递出明确
信号，外界将不能支持“代理人战争”，
也将避免干涉利比亚内政。

旨在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柏林峰会19日召开。与会各
方同意以政治方式而非军事方式解决利比亚问题，遵守对
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共同促使利比亚冲突各方将停火转化
为长久和平。

分析人士指出，利比亚问题错综复杂，牵涉多方利益，
此次各方能达成上述一致意见对解决问题来说是迈出了“积
极一步”。不过，由于没有明确写入对违约行为的具体约束
和应对措施，成果文件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仍有待观察。

明确政治方向

利益多重交织

能否落实存疑

A

B

C

1月 19日，在德国柏林，埃及
总统塞西（右一）、德国总理默克尔
（右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左二）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中）在峰会
间隙交谈。 新华社/法新

也门政府军基地遇袭
死亡人数升至80人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1月19日电（记者聂云
鹏 王薇）亚丁消息：也门卫生部门官员19日说，
也门中部马里卜省日前发生的政府军基地遇袭事
件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80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卫生部门官员告诉
新华社记者，也门政府军位于马里卜省的一处基
地18日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
80名士兵死亡、150人重伤。

据介绍，事发时政府军士兵刚结束训练，准备
前往基地内的清真寺做礼拜。

也门总统哈迪当天通过官方萨巴通讯社发表
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没有和平诚意”。他命令政
府军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思同日发
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他呼吁也门各方
停止令局势升级的举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1月19日，在伊拉克巴格达，示威者焚烧轮胎。
伊拉克多地19日发生示威抗议活动，造成1

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伊拉克多地发生示威抗议活动
致1死30伤

1月19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国
际机场，士兵抬着遇难者的灵柩。

在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客机事件中遇难的
11名乌克兰公民的遗体19日被运抵乌首都基辅
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新华社/路透

乌航客机事件中
乌克兰遇难者遗体被运送回国

柏林峰会各方达成一致意见

解决利比亚问题

广告

印尼一吊桥倒塌
致9人死亡

新华社雅加达1月20日电 印度尼西亚搜救
官员20日说，印尼明古鲁省考尔县19日发生一
起吊桥倒塌事故，已致9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

印尼明古鲁省搜救局负责人马利克接受新华
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日
15时，当时桥上共有约30人，桥梁突然倒塌后不
少人坠落并迅速被水流冲走。截至20日早，有
17人获救，搜救人员共打捞起9具遗体，另有一
人失踪。

一场拥护公民持枪权的集会定于
2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
州府广场举行。州政府担心，集会不
仅吸引美国各地武器爱好者，还可能
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煽动种族仇恨和
暴力的场所。

弗州州长提前宣布全州进入临时
紧急状态，禁止携带任何武器进入集
会点。

自1986年起，1月第三个星期一
定为美国各地纪念美国已故黑人民权
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联邦法定假日。
在弗吉尼亚州，今年这个日子气氛空

前紧张。
弗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15日

发布临时紧急状态令，禁止任何武器
进入广场及周边区域，唯恐2017年
夏弗州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重演。
那场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游行引发
暴力骚乱，一名反示威者死亡。美国
联邦航空局17日发布临时禁令，禁

止集会期间州府广场上空出现无人
机等飞行器。

弗州检察长上周说，执法部门发
现“可靠证据”，显示来自州外的武装
团体打算来弗州参加集会，可能意图
参与“暴动”。追踪美国极端主义和
种族仇恨活动的机构“南方贫困问题
法律中心”说，反政府和极右翼团体

的网络交流中充斥与集会相关的暴
力威胁。

据美联社报道，执法机关上周逮
捕至少7名涉嫌关联白人至上主义暴
力组织的男子，其中三人准备参加里
士满集会。

由于担忧人身安全，每年同一天
在州府广场举行的一项枪支暴力受害

者悼念活动已经宣布今年活动取消。
这场集会“来势汹汹”，是弗州“拥

枪”阵营针对州政府近期“控枪”举措
的一次反弹和抵制。

弗州参议院17日通过一系列“控
枪”法案，要求对所有购枪者作严格背
景审查、实施“每月一把”的手枪限购
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对公共场所实施
禁枪令。州议会预期后续还将通过更
多控枪法案，包括允许法院和地方执
法机构没收“危险人物”枪械。

这一系列动作“惹急”了“拥枪”团
体。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怕拥枪集会涉暴

美弗州提前宣布进入临时紧急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