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20年12月17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红卫 美编：陈海冰 检校：叶健升 王赛A15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21-
2022年度印刷耗材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
2022年度油墨和PS版采购（项目编号：HNRBYSC-2020-02）由海
南日报社负责招标事宜，其下属部门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为项目出资
人，油墨采购数量约为300吨，PS版采购数量约为20万张。具体采
购数量以合同期实际需求为准，送货地址为海口市金盘路30号。
二、投标人资格:(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投标人须是投标产品的生产商或生
产商授权的代理商（经销商）；(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三、招标文件
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二)标书发
售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五楼材料部；(三)标书
售价：￥200元/份（售后不退）；(四)每个项目保证金为：人民币贰万元
整（￥20000.00元）。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一)递交投
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1月8日10:00 时；(二)开标时间：2021年
1月8日；(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伍先生0898-66810760 13807582120。周先生0898-
66810760 13807695952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20年12月14日

地块编号

临城镇LC2020-01号

土地面积
（㎡）

22241

用地规划性质

商务金融用地（其中其他商务用地
计容建筑面积占90%零售商业用地

计容建筑面积占10%）

使用年限

40年

容积率

R≤3.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100m

起始价
（万元）

4630.576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600

序号
1
2
3
4

资产型号与规格
1-1、1-2号楼

1号楼
2号楼
3号楼

层数
4
27
基础
11

建筑面积（平方米）
3507.94
21371.71
911.57
7980.19

处置单位
临高县财政局
临高县财政局
临高县财政局
临高县财政局

评估价（万元）

3580.5998

竞买保证金（万元）

3500

二、竞买人资格：（一）竞买申请人须是临高县内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非临高县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须在竞得土地使用权后
10日内在临高县注册成立由其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的控股
企业，由控股企业与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二）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
〔2020〕1753号），禁止该地块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即海南钜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该宗地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
（三）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因
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地竞买，报
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四）本次出让仅竞地价，竞买人竞得土地
使用权后，与国有资产按照评估价一并成交。（五）本次挂牌不接受自
然人或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1月13日到临高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二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领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四、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1月13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资产挂牌活动定于2021年1
月5日8时30分至2021年1月15日11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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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5日11
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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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六、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上存在未批先占违法行为，临高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已对违法的5栋33771.41平方米建筑物予以没收，并移
交给县财政局纳入国有资产进行监管，已处罚到位，竞买申请人报名
时须同时竞买没收的建筑物，该建筑物无规划报建等相关手续，由竞
得人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依照控规依法依规办理规划报建、施
工报建等手续。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
年度产值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3、竞得人
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五个工作日内与临高县商务局签
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
关违约责任。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保证金总计8100万
元（其中土地出让保证金4600万元，资产出让保证金3500万元），保
证金可抵作出让金，挂牌结束后由资规局按程序划转到县财政专户。
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须当场分别与县资规局签订《土地成交确认
书》，与县财政局签订《国有资产成交确认书》，挂牌活动结束后10日
内支付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尾款缴纳入县资规局指定的土地出让金专
户，资产成交价款缴纳入县财政局指定的国库专户。（二）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0898-28281218，联
系人：吴先生 翁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 17日

临自然资告字〔2020〕06 号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资产挂牌出让公告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位于临高县临城镇临昌路东侧地段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资产以挂牌方

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出让地块土地使用条件详见下表：

（二）地上附着物（国有资产）清单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琼0108拍2号

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口市美兰
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海南省澄迈县老
城开发区盈滨半岛地块面积为1411.69m2土地使用权[证号:老城国
用（2007）第0993号，地号:606010800] 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
550万元，竞买保证金：55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1、拍卖时间：2021年 1月7日16：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
大道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月5
日16:00止。4、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月5日16:00前到
账为准。5、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开
户行：海口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兴支行；账号：
1010898690005296。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琼0108拍2号
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瑕疵情况说明：
（1）、该地块范围内的规划报建情况、容积率等问题需竞买人自行向国
土、规划等部门了解；（2）、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过户税、费均由
买受人承担。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
楼二单元15B房。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70895；18976211911委
托方监督电话：0898-65917192 65917523

观 天下

俄媒体说

“萨尔马特”洲际导弹2022年开始战斗值勤尼日利亚一所中学数百名学生日
前遭武装人员绑架。当地某些武装一
度被认为是幕后黑手，不过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15日宣称，该极端组织绑
架了这些学生。

“博科圣地”认领最新绑架事件，引
发关注。这是因为外界先前普遍认为这
一极端组织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活动猖
獗，在西北部的影响则较小。然而，最新
绑架事件发生在卡齐纳州，显示该极端
组织活跃范围逐渐拓展到西北部。

“博科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

考 15 日在一则音频中说：“我是阿布
巴卡尔·谢考，我们制造了卡齐纳州绑
架事件。”

11日晚，超过100名武装分子骑摩
托车强闯卡齐纳州一所男子中学，持
AK47自动步枪与警方交火。警方说，部
分男生趁乱翻墙逃离学校，其余大约
400名学生失踪，据推测遭绑架。截至
15日，仍有至少333名学生下落不明。

卡齐纳州警方发言人甘博·伊萨
说，警方、军方与校方联手调查失踪学
生情况。

一名18岁男生乌萨马·阿米努·马
尔告诉法新社，武装人员曾强行带走他
和其他学生，“途中我们被要求清点人
数，一共数出520名学生”。马尔身体不
好，逐渐落在队伍后面，“一名武装人员
为此多次殴打我”。

马尔与另外 4名学生后来伺机逃
跑，也有其他学生成功脱险。

尼日利亚多次发生学生遭绑架事
件。2014年4月14日，“博科圣地”武装
分子从博尔诺州奇布克镇中学劫持270
多名准备考试的女学生，其中50多人逃

脱，100多人先后获释，另外100多人至
今未归。

尼日利亚政府多次谴责“博科圣地”
的暴行。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马杜·布哈
里上月底说，联邦政府向武装部队提供
必要支持，加强打击该极端组织力度。

尼日利亚军方今年多次开展军事行
动清剿“博科圣地”。军方8月底披露，
在近来几次军事行动中打死至少128名

“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其中包括15名高
级指挥官。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博科圣地”承认绑架数百学生

墨西哥议会众议院15日通过法律
修正案，对“外国代理人”在墨西哥的活
动做出限制。

外界认为这一修改主要针对美国执
法部门人员。

众议院以329票赞成、98票反对和
4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国家安全法
修正案。这一修正案上周已在参议院获
得通过，因而将送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
尔签署以成为法律。

美联社报道，法案规定，“外国代
理人”必须向墨西哥当局通报他们在
墨西哥搜集的信息；与“外国代理人”
联系的墨西哥公务人员必须向墨西哥
当局提交书面报告；取消“外国代理
人”的一切豁免权。

美国与墨西哥长期以来合作打
击毒品犯罪，美国毒品管制局派人在
墨西哥执行任务。美联社报道，毒品
管制局驻墨西哥负责人通常享有完
全外交豁免权，其他人员享有部分豁
免权。

洛佩斯所属左翼执政党国家复兴运
动党众议员吉列·阿尔瓦拉多说，这份法
案旨在“维护国家主权”。

洛佩斯在墨西哥与美国发生一场外
交和司法风波后向议会提交这一法案。
10月，墨西哥前国防部长萨尔瓦多·西

恩富戈斯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时被逮
捕。他去年在美国受到秘密起诉，指控
罪名包括贩毒和洗钱。

美方没有通知墨方就调查和逮捕西
恩富戈斯，引发包括军方在内的墨方强
烈不满。洛佩斯公开警告要重新审议墨
美之间的禁毒合作协议。

一些媒体报道，墨方威胁驱逐美国
毒品管制局人员，不过洛佩斯予以否认，
只说墨方向美方提出了异议。

《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美方采取
秘密截获西恩富戈斯手机通信内容的方
式调查，墨方担忧美方可能对其他高级
官员采取同样手段。

11 月，美国司法部撤销起诉并
把西恩富戈斯遣返墨西哥，交由墨
方调查。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
说，墨西哥犯罪嫌疑人“应当在墨西哥依
据我们的法律受到起诉、审理和判决，而
不是在其他国家”。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周警告，
墨方法案会让美墨合作“更加困难”，“只
会有利于暴力跨国犯罪组织及其他我们
共同打击的罪犯”。

巴尔14日向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递
交辞呈，将于本月离职。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墨西哥通过法案

美国特工豁免权没了新华社华盛顿12月15日电（记者
许缘 高攀）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受新
冠疫情影响，长期居家的美国消费者大
量抢购中国制造的商品，美国自中国进
口大幅增长。

《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指出，尽管
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关税等贸易限制，但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供应链正在重返美
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些政客曾扬
言疫情将使美国减少对华贸易依赖，实
际情况则恰恰相反。

据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的美
国海关数据汇编，今年前10个月的贸易

数据显示，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消费电
子产品，以及口罩等应对疫情的个人防
护装备。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玛丽·洛夫莉说，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复
苏，并成为美国在疫情期间进口产品的
主要来源。她预计，今年美国进口总额
将低于2019年，但中国占美国总进口的
份额可能会增加。

“简单乐趣”玩具公司首席执行官杰
伊·福尔曼认为，事实证明中国能够比其
他任何国家更快、更有效地应对疫情，而且
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供应链。

疫情期间美国自中国进口大增

12月15日，在英国伦敦，
英国首相约翰逊（左二）参加完
内阁会议后返回首相府。

英国政府14日宣布，鉴于
新冠疫情形势变化，决定伦敦
以及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
郡的部分城镇自16日起正式
进入最高的三级防控级别。
当地将实施更严格的防控措
施，包括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
厅停止营业，只允许提供外卖
送餐等服务；剧院停止营业；民
众在公园、海滩等地聚集不得
超过6人。 新华社发

伦敦新冠防控级别将调升至最高级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6日电 据
俄罗斯《红星报》16日报道，俄战略火
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透露，俄
罗斯“萨尔马特”洲际战略导弹计划于
2022年开始战斗值勤。

卡拉卡耶夫介绍说，当前俄企业
正在准备“萨尔马特”导弹的飞行试
验，乌茹尔导弹兵团第一团已经展开
换装该导弹系统的准备工作，战斗值
勤计划在2022年开始。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年3月说，
俄已完成必须的工业生产升级，并开

始批量生产“萨尔马特”导弹。
俄称其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萨尔马特”重量超过200吨，可采用包
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
可突破敌方反导系统。它将取代苏联
时期研制的“撒旦”洲际弹道导弹。

俄总统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
文时介绍说，该导弹的一招“杀手锏”
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
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
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
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5日电（记
者鲁金博）据俄罗斯《消息报》15日报
道，俄国防部决定为北方舰队海军航
空兵装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
统（下称“匕首”系统）。

《消息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人士
的话说，北方舰队将把“匕首”系统的
高超音速空对地导弹安装在米格-31
战斗机上，这些战斗机部署在俄西北

部科拉半岛的蒙切戈尔斯克市。
米格-31战机射出的上述高超音

速导弹在所有飞行阶段都能机动改变
弹道，其最远射程超过2000公里，最
高速度可达10倍音速，能用常规弹头
或核弹头攻击地面、水面目标。

2017年12月，配备“匕首”系统
的俄南部军区航空兵开始参加试验性
战斗值勤。

俄北方舰队将装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16日发表研究报告，发现袋鼠（右图）
能像家犬一样学习与人类交流，用眼神
求助。

研究人员把11只未驯养的袋鼠关在
笼中，当装有食物的盒子无法打开时，10
只袋鼠会盯着研究人员，其中9只还会交
替看研究人员和盒子。

项目组长、爱尔兰籍动物行为学家艾
伦·麦克利戈特说：“我们把这理解为主动沟
通的方式，即一种求助。我们没想到野生动
物会有这样的反应，因此这让人惊讶。”

项目组成员、来自悉尼大学的亚历山
德拉·格林说：“我们原来以为只有家养动
物会试着求助，但袋鼠也会。如果环境合
适，这更可能是后天习得的行为。”

缪培源（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发现袋鼠能学习与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