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松连任

拉赫蒙“五连庄”
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12日揭晓，埃莫马利·拉赫蒙赢得超过九成选票，连续第五次获胜。这意味着，现年68岁的他有望超过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成为中亚地区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投票率为
85.3%，拉赫蒙得票率高达 90.9%。
路透社报道，外界选前普遍预计，在国
内缺乏有力对手的情况下，拉赫蒙将
再次掌权7年。

法新社记者选前在塔吉克斯坦首
都杜尚别街头采访，绝大多数选民表
示有意投票给拉赫蒙，主要原因是国

家在痛苦的内战之后保持20多年和
平与稳定。

拉赫蒙“经验深厚”，66岁的选民
萨法尔·马拉耶夫说，“和平是最重要
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和平，意味着一
切都会变好”。

塔吉克斯坦 1991 年宣告独立
后，地区、民族、宗教矛盾爆发，次
年陷入内战。拉赫蒙 1992 年被推
举为国家元首，努力停止内战，惹
恼极端好战分子，一度遇刺负伤。
1997 年，和平协议签署。大约 5万

人在战火中丧生，约 100 万人沦为
难民。

在拉赫蒙领导下，塔吉克斯坦
逐渐走出战争阴霾。他因而深受
民众爱戴，分别于 1994 年、1999
年、2006 年和 2013 年当选总统。

2015 年，他被议会授予“和平与国
家统一的缔造者、民族领袖”称
号，2016 年修改的宪法取消其连
任限制。

法新社评述，同为苏联加盟共和
国的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在
选后发生动荡，但塔吉克斯坦重蹈覆
辙的可能性不大。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月 12日
电（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
院1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
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
逊，以表彰他们在拍卖理论与形式研
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分别出生于
1948年和1937年，两人目前均任职
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
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学
奖两名得主“因改进拍卖理论和发明
新拍卖形式”而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的声
明指出，两名获奖者研究了拍卖的运
作方式，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为难以
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例如
无线电频率）设计了新的拍卖形式。
他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使全世
界的买方卖方和纳税人受益。

声明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

会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松的话说，
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从基础理论开
始着手，并将其研究结果用于实际
应用中。这些应用已遍及全球，他
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给社会带来很
大益处。

威尔逊在接受电话连线采访时表
示，他非常高兴得知获奖。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
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2万美元），
两名经济学家将平分奖金。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
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
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
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
银行支出。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因研究拍卖成果获诺贝尔奖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的冲突11
日继续，多方呼吁阿、亚两国遵守停火
协议。

亚美尼亚外交部长11日晚抵达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定于12日会晤
俄罗斯外长，还将与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代表
开会。

冲突继续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约定当地时

间10日中午12时起在纳卡地区停
火，双方不久后互指违反协议。

阿塞拜疆外交部11日指认亚美
尼亚军队彻夜袭击阿塞拜疆第二大城
市甘贾，致使至少7人死亡，33人受
伤。亚美尼亚方面予以否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纳
卡地区最大城市斯捷潘纳克特11日
夜间至12日清晨“相对平静”。

再度会谈
阿、亚两国10日互指违反停火协

议以后，多方对纳卡局势表达关切，呼
吁冲突双方遵守停火协议。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何塞普·博雷利11日说，他“极度关
切”纳卡冲突双方违反停火协议，敦促
双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在欧安组
织明斯克小组监督下“立即开展实质
性对话”。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1日与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通电
话。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茨
说，德方欢迎阿、亚两国达成停火协

议，呼吁冲突方立即停止敌对、开展实
质性对话。

拉夫罗夫11日晚与土耳其外长
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通电话，呼吁纳
卡冲突双方“严格落实”停火协议。

恰武什奥卢11日晚同样与阿塞
拜疆外长杰洪·巴伊拉莫夫通电话，讨
论纳卡局势。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促纳卡局势降级 多方继续斡旋

挑战空前只是，拉赫蒙及其领导的政府面
临空前挑战。塔吉克斯坦是高山之
国，在中亚五国中自然条件最差，经
济在苏联原加盟共和国中最为羸弱，
正遭受新冠疫情冲击。

塔吉克斯坦人口大约 950 万，
其中超过 100 万人在海外务工，大
部分在俄罗斯。IHS马基特公司预
期塔经济今年萎缩 6.5 个百分点。

这家市场研究机构的国别风险分
析师亚历克斯·柯克恰罗夫说，众
多海外劳工因疫情失业，寄回国内
的 汇 款 今 年 上 半 年 减 少 15% 至
25%。如果大量失业劳工从俄罗斯
回国，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增加国
内的不稳定。

经济前景黯淡也引发对拉赫蒙政
府如何偿还外债的疑虑。外债相当于
塔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多。

今年早些时候，外界一度猜测，
拉赫蒙会效仿纳扎尔巴耶夫，放弃连
任，让一名忠于自己的人接班。4
月，拉赫蒙长子、1987年出生的鲁斯

塔姆·埃莫马利当选塔议会民族院、
即上院议长，成为政坛“二号人物”，
可以在总统失去履职能力或去世情
况下代行总统职务直至新总统选
出。而且，新宪法已将总统参选年龄
下限从35岁调低至30岁。但疫情
促使拉赫蒙选择再次参选，寻求带领

国家渡过难关。
拉赫蒙年轻时当过水兵，学过经

济学，在国有大型农场步步高升。执
政后，他与俄罗斯结盟。为消除苏联
时期烙印，拉赫蒙2007年发起一场

“正名运动”，带头把自己的姓氏“拉赫
莫诺夫”改为“拉赫蒙”，删除斯拉夫语
后缀“诺夫”。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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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7010-
201920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美造路与南二环路交

汇处东南侧地段

面积(公顷)

1.937147

规划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使用年限

40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
建筑高度

≤36米

起始价
(万元)

4387

保证金
(万元)

4387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
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
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海南老城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入驻要求，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要求开发
建设。(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
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
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20年10月21日至 2020年11月11日下

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
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领取《澄
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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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下午17时前（以实际到账
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的，澄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0年11月11日下午17时30分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0 年11月3日上午8:30。（二）挂牌截止时

间：2020年11月13日上午11:00。（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
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四）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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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五）本次挂牌出让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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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事项
（一）该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已与被征地单位

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
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
条件。（二）该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边界范
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0年非农业建设用地计划，并

已依法获得批准。该地块安排用于建设商业广场综合体项目。经查询
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
块范围内。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并严格按省、县装配式建
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该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
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三）根据《海
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号）的规定，
鉴于该宗地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内，未设定零售商业用地项目指标，参
照非省级产业园区旅游产业中零售商业用地控制指标设定，即项目达
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300万元/亩），税收不低于150
万元/公顷/年（10万元/亩/年）,产值收入不低于7500万元/公顷/年
（500万元/亩/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五）成交
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六）非澄迈县注
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澄迈县注册成立法人项
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
续。（七）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八）竞得人须按照4亩一个招工指标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九）
该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
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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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保证金
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
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
见《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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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3日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0〕3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1920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关于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D01-01地块

规划指标确定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DQB-D01-01地块进
行规划指标确定,由弹性混合用地确定为商务/商业混合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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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020年10月13日至10月19日）。2.公
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
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
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
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10月13日

关于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D03-03地块

规划指标确定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DQB-D03-03地块进
行规划指标确定,由弹性混合用地确定为商务/商业混合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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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020年10月13日至10月19日）。2.公
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
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
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
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10月13日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全体业主：
根据《海南省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你小区已

2020年10月10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经业主大会会议表

决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海府大院实施改

建、重建事宜的议案》及选举小区首届业主委员会的有关事项

现报我街道申请备案，为了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确保大

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现将业主大会会议表决结果公布如下：

业主总人数1347人，小区总建筑面积175726.42m2

总投票权数174858票。

一、选举业主委员会，当选的委员为：

二、表决《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同意业主人数973人，同意投票权数140658票。

三、表决《管理规约》。
同意业主人数973人，同意投票权数140658票。

四、表决《海府大院实施改建、重建事宜的议案》，该议案要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执行。

同意业主人数970人，同意投票权数140382票。

对以上人员的资格或表决的结果有异议者，请于2020年

10月19日前书面向我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提出，逾期无效。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街道办事处
2020年10月12日

龙建武

王扬俊

林克昌

陆 军

姜应礼

北区3栋604房

西区2栋702房

东区8栋301房

东区6栋401房

东区2栋603房

972

970

968

967

962

140465

140295

140139

140058

139583

姓名 房号 同意业主人数 同意投票权数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业主委员会备案征询异议通告
陈其亲

古克武

杨 海

符致民

东区11栋203房

西区33栋301房

北区7栋206房

东区12栋202房

954

949

948

942

138814

138504

138149

137580

姓名 房号 同意业主人数 同意投票权数

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根据债权出让人陈水全与债权受让人林秋欢
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现将你方基于
《（2017）琼96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2019）琼民终379号民事判决
书》应向陈水全支付的全部执行款项，即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应付
给陈水全的工程款人民币5449934.42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1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
止）；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应付给陈水全的停窝工损失人民币
176779.12元；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应付给陈水全的鉴定费人民币
126386元；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依法应付给陈水全的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应付给陈水全的评估费
人民币25000元等费用和判决确定的相关权益一并全部转让给林秋欢。
请你方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林秋欢全面履行上述义务。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人：陈水全 债权受让人：林秋欢 2020 年10 月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西班牙首相说

华为将助力
西班牙5G发展

新华社马德里10月12日电（记者冯俊伟）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表示，
西班牙的5G发展将主要依靠西班牙电信集团
（西电）和华为，同时也不排除与欧洲其他国家和
美国企业的技术合作。

西班牙《理性报》12日在经济版发表题为《桑
切斯把5G的希望寄托在西电和华为两家企业》
的文章，介绍了桑切斯10日在葡萄牙北部瓜尔达
市与葡总理科斯塔共同出席双边峰会后在联合新
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西葡两国在峰会上就两国边
界地区经济发展计划达成多项协议，其中包括未
来3年的数字化建设等内容。

桑切斯说，西班牙电信集团宣布，在今年年底
前西班牙75%的领土将拥有5G。他强调，将拓宽
运营商合作伙伴范围，包括来自中国的伙伴。

以色列反对
美向卡塔尔出售F-35

以色列情报部长埃利·科亨11日说，以色列
将反对任何美国向卡塔尔出售F-35型隐形战机
的计划，以确保以色列的地区军事优势。

路透社7日报道，卡塔尔已经正式向美国提
出购买F-35型隐形战机。卡塔尔和美国方面暂
时没有予以证实。

以色列军方电台11日就卡塔尔购机计划询
问科亨以方会否反对，科亨回答：“答案是会。对
以色列来说，（确保）我们在地区的安全和军事优
势至关重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以色列8月在美国斡旋
下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在有关协
议中，美国同意阿联酋购买F-35战机。卡塔尔
购买F-35的要求紧随这一协议。路透社解读，
美国寻求遏制伊朗，因而有意帮助这一地区的军
事盟友，包括卡塔尔。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 10 月 12 日，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宣布现
场电子屏幕上显示两位获奖的经济
学家。 新华社发（魏学超 摄）

克罗地亚政府大楼外
发生枪击
一名警察受伤，枪手逃离现场后自杀身亡

新华社萨格勒布10月12日电（记者高磊）
克罗地亚内务部网站12日发布消息说，一名枪
手当天上午在位于首都萨格勒布的克政府大楼
外开枪扫射，致一名警察受伤，枪手逃离现场后
自杀身亡。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男子当天持AK-47
式步枪向位于圣马可广场的政府大楼入口处扫
射，随后又向附近的议会大楼扫射。一名警察受
4处枪伤，经手术后目前情况稳定。枪手逃离现
场后不久，警方在距现场约两公里处发现枪手尸
体，认定枪手自杀。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
作案动机。

事发时，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不在政府
大楼内。他事后表示，今后将加强政府建筑周边
安保措施。

圣马可广场位于萨格勒布旧城区，克罗地亚
政府大楼、议会、宪法法院等重要机构均坐落于广
场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