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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12月1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1版，位于

万城镇望海大道北侧地段地块编号为万让2020-52号地块《万

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更正内容如下：

原公告中第八条“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中第一款变更为“该

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已经市政府批复有偿收回，并已在

海南日报上登报注销；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具备动工开发的条件。”

其它事项不变。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日

龙湾港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申请人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以你司缺乏清偿到期债务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司进行
破产清算，因你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住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本院通知书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司对申请如有
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将依法进行审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宏友法官 电话：62933318、13111928699
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宏志律师电话：13305463918

二○二○年八月五日

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9002破申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保林与被执行人海南天远矿产开发有
限公司、海南侨友实业有限公司、叶世清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申请执行人悬赏执行申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发布悬
赏公告如下：

被执行人1：海南天远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海德路5
号润德商业广场.时代天骄1层103号房。组织机构代码671060872。

法定代表人：叶世清，身份证号码46010019640603121X。
被执行人2：海南侨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号美舍河小区河湾别墅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94126310Q，组织机构代码2941

26310。
法定代表人：刘庆明，身份证号码460022196304245113。
被执行人3：叶世清，男，1964年6月3日出生，汉族，原住海口市

美兰区海府路4号海口宾馆。身份证号码46010019640603121X。
执行依据：（2019）琼0106民初12318号民事判决书。
执行标的：26018322元及利息。
凡向本院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被执行人财产或财产线索，

经本院依法核实后处置，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
的，按照执行到位金额的10%发放悬赏金。

举报人须以书面形式向本院邮寄财产线索材料，并说明本人身
份信息，信封上注明“财产线索”字样，本院将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及
举报线索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有义务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据不配
合核实身份的人员，不予发放悬赏金。

悬赏期限：一年（2020年11月27日至2021年11月26日）。该期限
内，若申请执行人债权已全部实现，本院将另行发布公告终止悬赏执行。

邮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东路24号龙华区人民法院
712室；联系人：焦维维；联系电话：0898-66705436。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执行悬赏公告
（2020）琼0106执5779号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
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47、A-48-1地块局部用地
性质及规划设计条件。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1月1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
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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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A-47、A-48-1地块局部用地性
质及规划设计条件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我局于2020年12月1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1版，位于万

城镇望海大道北侧地段地块编号为万让2020-50号地块《万宁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更正内容如下：

原公告中第八条“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中第一款变更为“该地

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已经市政府批复有偿收回，并已在海南日

报上登报注销；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水、

通电、通路等，具备动工开发的条件。”

其它事项不变。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01211期）

受五指山市森林公安局委托，我公司将涉案财产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我公司定于2020年12月11日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
大厅拍卖下列资产：拍卖标的物名称：松香234桶(约112.28吨)。
参考价：10100元每吨，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30万元，最终以实际
交付重量为准，成交价款多退少补，标的物由买受人自行装运提
货，所有相关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海南金鼎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开 户 行 ：农 行 海 口 龙 昆 支 行 ，账 号 ：
21139001040001861，展示时间：2020年12月4日至2020年12
月6日。交纳竞买保证金须在缴款用途处填明：竞买保证金及拍
卖标的名称（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有意竞买者2020年
12月10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及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
美居生活物流园（二期）A 区 11 层。电话：0898-66825575
13876355557马先生。委托方监督电话：8663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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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研究人员新近发现，去年12月一些
美国人献血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抗
体存在，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或
已在美国出现，早于美国官方报告首
例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

这项11月30日发表在美国《临
床传染病》半月刊上的研究称，为了
确定在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前
是否有人体内存在新冠病毒抗体，

美疾控中心研究人员检测了美国红
十字会于去年12月 13日至今年1
月17日期间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
本。这些样本来自全美9个州的献
血者。

检测结果发现，其中106份血液
样本中含有新冠病毒抗体，其中39
份样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
和华盛顿州，采集时间为去年12月
13日至12月16日；67份样本来自马
萨诸塞州、密歇根州等地，采集时间

为去年12月30日至今年1月17日。
美疾控中心于今年1月21日报

告该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这项研
究称，检测结果显示，可能去年12月
美国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个别感染
新冠病毒病例，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一
小部分人群此前体内就已存在能与
新冠病毒结合的抗体。

此前也有美国研究称，新冠病毒
可能在美国官方报告首例新冠确诊
病例前已在洛杉矶传播。

美疾控中心研究：

去年12月美国
或已存在新冠病毒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格林尼治时间12月2日5时
（北京时间2日13时），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达13715635例。图为在洛杉矶，工作
人员指引两名女子前往新冠病毒检测取样地点。 新华社/法新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
达13715635例

美欧加速
新冠疫苗分发审批

美国媒体1日披露，联邦政府疫
苗和药物攻关计划“曲速行动”打算
在本月15日发送首批新冠疫苗。

欧洲联盟医药审批机构同一天
宣布，“最晚”本月29日考虑对首款新
冠疫苗作紧急使用授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获取一
份副总统迈克·彭斯与各州州长电话
会议所需“曲速行动”文件，显示美国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
术公司合作研发的首批新冠疫苗准
备15日发货。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
的新冠疫苗预计22日发货。

欧洲药品管理局同一天宣布，
“最晚”本月29日召开特别会议，考虑
是否批准美德联合研发疫苗的紧急
使用授权；有关莫德纳疫苗授权的会
议不晚于明年1月12日召开。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告诉媒体记
者，一旦药管局审批通过，欧委会将

“很快”批准正式授权，可能仅需“数
天”。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转移视线倒打一耙

澳人权“双标”遭阿富汗舆论谴责

英国《卫报》澳大利亚版
12月1日披露照片，显示一
名澳大利亚特种兵用被打死
的塔利班武装人员的假肢喝
啤酒，这再度“实锤”了澳军
在阿富汗的恶行。然而就在
澳军在阿富汗暴行不断被揭
发并引发国际舆论批评声浪
之时，澳方近日却指责中方
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引用的漫
画是“假照片”，极力炒作。

对此，阿富汗舆论指出，
澳方行为暴露出其在人权问
题上的双重标准，其应该做
的不是借攻击中国转移视
线，而是向阿富汗人民真诚
道歉。

国际观察

日本2020年度流行语12月1日
揭晓，十大热门词汇中的半数与新冠
疫情相关。

今年热词冠军是“三密”，即疫情
中的密闭环境、人员密集场所和密切
接触。日本政府一直敦促民众避免

“三密”。
其他与疫情相关的词汇包括“安

倍口罩”、“线上……”、“GO TO运
动”和一种能预言流行病的妖怪。

“安倍口罩”指口罩等防疫物资短
缺期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任领导的
日本政府向家庭及养老院等机构发放

口罩。不过，因质量、尺寸和配送速度
等，“安倍口罩”遭不少人抱怨。

“线上……”指疫情期间远程办
公、学习等活动。

“GO TO运动”指日本政府推出
的外出就餐和旅游补贴政策，旨在帮
助受疫情打击的国内旅游和餐饮业、
推动经济恢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1日
在记者会上谈及“三密”登上热词榜首
时说，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呼吁国
民戴口罩、洗手和避免“三密”。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十大年度热词新冠相关词占一半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2月1日说，
他依然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到2026
年载人着陆火星“高度自信”。

马斯克当天说，这一目标“从现在
起大约6年”可实现，“如果我们运气
好，可能4年”。

他说：“我们打算两年后向那里发
射无人运载工具。”

2016年9月，马斯克在国际宇航
大会上发布登陆火星的蓝图，称“如果
事情超级顺利”，载人登陆火星“可能
需要10年期限”。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报道，实现马斯克载人登陆
火星梦想的关键环节，是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星舰”火箭的生产进度。根据
设计，“星舰”可以运输货物，同样可以
每次运送大约100人。

今年2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获批
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港建设“星舰”项
目的研发制造工厂。马斯克曾说，希望

“星舰”今年底进行首次轨道试验飞行。
有别于可以部分重新利用的“猎

鹰9”号火箭或“猎鹰重型”运载火箭，
马斯克希望“星舰”火箭能够完全重新
利用，类似于商业航班。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马斯克坚信SpaceX2026年送人上火星

法国艾德拍卖公司说，埃菲尔铁
塔一段含14级台阶的旧楼梯1日在
巴黎以近27.5万欧元的价格成交。

法新社报道，这段高近3米的螺
旋式楼梯来自一名加拿大艺术品收藏
家，预估拍价在3万至4万欧元间，但
最终被一名欧洲收藏家以27.4475万
欧元买下。

这段楼梯是古斯塔夫·埃菲尔
1889年设计修建埃菲尔铁塔时连接
铁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原始楼梯。埃
菲尔铁塔1983年重新装修，在二、三

层间安装电梯，因而拆除连接这两层
的旧楼梯。旧楼梯后续被切分成24
段，长度从2米到9米不等。其中20
段被私人收藏家收购，3段赠予法国
多家博物馆，剩余1段在埃菲尔铁塔
一层展示。

埃菲尔铁塔旧楼梯拍卖价格最高
纪录是52.38万欧元。埃菲尔铁塔高
324米，是巴黎为举办世界博览会而
修建。它面世初期并不太受民众欢
迎，如今成为巴黎热门地标建筑。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埃菲尔铁塔一段旧楼梯拍出近27.5万欧元

当地时间12月1日，位于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的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因
结构失控而垮塌。11月19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阿雷西博望远镜将退
役，并以可控方式拆除。但拆除计划尚在进行中，望远镜设备平台就已倒塌。

图为12月1日拍摄的位于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望远镜。
新华社/法新

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退役前垮塌再现“双标”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对包括中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甚至大肆攻
击，但此次中方谴责澳军侵犯人权的暴行
后，澳方却倒打一耙指责中方发布“假照
片”，还得到了部分西方国家支持。分析人
士认为，这体现了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
人权问题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

事实上，澳政府的“双标”也体现在其对
待澳军暴行揭露者的态度上。向媒体曝光澳
军在阿富汗暴行的澳大利亚前军事律师戴
维·麦克布赖德几年来被视为军队“叛徒”，
受到泄露机密文件的指控。尽管随着澳军
暴行被证实，澳国内要求撤销对麦克布赖德
指控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澳政府无动于衷。

喀布尔居民法鲁赫·沙阿日前在社交媒
体上说：“澳军人犯下的战争罪行无法原谅，
这暴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待人权的双重标
准。”他认为，如果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很难相信那些犯下罪行的澳军人会得到真正
的制裁。 （据新华社喀布尔12月2日电）

再添证据

实际上，一些媒体早就报道过澳军在
阿富汗把假肢等当“战利品”的情况。而
今，《卫报》公布相关照片证实了澳军这些
骇人听闻的行为。除了上述用假肢喝酒的
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两名澳军士兵与
假肢合影。

这是澳军在阿富汗暴行丑闻的最新进
展。两周前，澳军方公布了该国驻阿富汗
部队调查报告。这项历时4年的调查证
实，驻阿富汗澳军存在涉嫌战争罪的行为，
有25名澳军人涉嫌参与23起杀害阿囚犯
和平民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共有39人被杀
害，另有2人被虐待。

澳军暴行震惊世界，受到国际社会广
泛批评和声讨。在受害国阿富汗，人们更
是对此纷纷谴责，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
都对澳军暴行表示愤慨。

阿富汗政治分析师汗·穆罕默德·达尼什
朱对记者说：“无论根据任何国际法或者国际
规范，杀害平民都是战争罪行。澳大利亚军
人在阿富汗犯有战争罪行是毋庸置疑的。”

转移压力

同国际社会一样，中方也谴责了澳军
暴行。然而，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却公开指
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个人推特有
关澳军人的推文配图是“假照片”。

分析人士指出，澳方把一张显然是
创作作品的漫画指责为“假照片”本就十
分荒唐，更何况这张中国网友用电脑绘
制的漫画是基于澳军方报告揭露的事
实。澳方此举明显是在转移视线，企图
将舆论关注焦点从澳军暴行引到所谓

“假照片”问题上来，减轻其承受的舆论
压力。

对此，阿富汗舆论看得很明白。《阿富
汗时报》12月1日发表社论说：“饱受苦难
的阿富汗人对中国谴责（外国军队）在阿
境内的非法杀戮行为表示欢迎，我们也欢
迎其他国家支持将杀害无辜阿富汗人的
凶手绳之以法这一立场。”

达尼什朱说，澳政府要求中国道歉的
行为十分可笑，澳方应做的是就本国士兵
的战争罪行向阿富汗人民真诚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