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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演丰片区）
工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紧临东寨港大道，项目规划安置区
用地面积约236538.61m2（约354.4亩），总投资约55098.62万
元。项目按海口市供电局申报审批后用电容量为2750KVA，现
需向社会公开引进项目外接用电施工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含具体金额、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
业绩等）的形式报至我司工程部。

公司名称：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联系人：邢工 电话：18789675726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4日

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
区（演丰片区）工程外接用电施工单位的公告

中机海南大厦项目位于海口市国贸路,根据建设单位申请，拟
对该建筑外立面进行改造。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
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机海南大厦（CMEC大厦）项目

外立面改造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7393号

2021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开始，

报名工作按属地（各市、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洋浦经济

开发区卫生健康委，省、委直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

受理。

考生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考生自2020年12月29日-2021年1月11日登录

中国卫生人才网（http://www.21wecan.com）进行网

上预报名，完成网上预报名后须根据报名要求，到指定报

名点进行现场确认。各报名点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在

2020年12月30日-2021年1月12日期间进行现场确

认工作。网上缴费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2月9日-26

日，通过考区资格审核的考生务必在此期间完成网上缴

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考试。2021年3月25

日-4月18日考生可登录上述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20年12月24日

2021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 名 通 知 “西岭综合商业小区”项目位于我市龙华区海垦路51号，于

2007年8月取得规划许可，2013年4月规划核实。现海南金桃李实
业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A栋商业楼外立面进行改造。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7日）。2、公示地点：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
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西岭综合商业小区A栋项目
外立面改造方案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7381号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公告送达
钟龙喜、钟日聪等6人诈骗案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查起诉阶段）
犯罪嫌疑人钟龙喜、钟日聪等6人涉嫌诈骗罪一案，已由屯昌县

公安局于2020年12月20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2020年7月至8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钟龙喜、钟日聪等6人以冒充办理贷款人员的方
式对多名被害人实施电信诈骗。由于本案被害人众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经本院联系，仍有部分被害人
无法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告知本案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享
有的权利义务（内容详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https://mp.
weixin.qq.com/s/__1yixny5AR-dfGWYDDErg）、微博（https:
//weibo.com/u/7312572523/home?wvr=5&sudaref=login.
sina.com.cn）发布的相关信息及附件《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被
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联系人：李检察官 联系电话：0898-67831910

冶矿联小区综合楼5-7层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0HN0166-1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海垦路6号冶矿联小区综合楼
5-7层整体招租，招租面积为3494.4㎡，挂牌价格为47174.4元/
月租金，租赁期限5年。以成交价作为首年月租金,前两年租金
不变，以后每两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5%。公告期：2020年
12月24日-2021年1月7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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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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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

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18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航路东北侧地段文
昌市卫生系统保障房10#/11# 101铺面进行公开招租，招租面
积：530.98m2，租期20年，挂牌底价为21240元/第一年月租
金。公告期：2020年12月24日-2021年1月7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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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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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议会解散 明年3月举行新一届选举

以色列政局缘何频波动

以色列议会议长莱文
23日凌晨宣布，由于联合
政府预算案未能如期通过，
第23届议会于22日午夜
自动解散，将于明年 3月
23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2019 年 4月以来，以
色列已举行了3次议会选
举。分析人士认为，下次选
举与前3次不同，将“有新
的条件和新的阵容”，选举
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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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政府22日宣布，对包
括叙利亚中央银行在内的多个实体以
及数名叙利亚人员实施制裁。

据美国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声明，
叙利亚央行、9个商业实体以及7人被
列入制裁名单，受制裁人员包括叙利
亚总统夫人阿斯玛·阿萨德的数名直
系亲属、叙军事情报机构指挥官、总统
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和一名议员。受
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或受美方控制的

资产将被查封，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
行交易，非美国公民与受制裁对象进
行交易也将面临被制裁风险。

近年来，美国政府已多次对叙利
亚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
象包括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夫妇。
叙利亚政府谴责美国对叙利亚制裁是

“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巴沙尔·阿萨
德11月表示，美国等国施加的制裁不
利于叙利亚战后重建，阻碍数以百万
计的叙利亚难民回国。

美宣布对叙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22日电
（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总统特朗
普22日动用总统权力赦免15人，其
中包括被控作伪证的“通俄”调查对象
和被判枪杀伊拉克平民罪名成立的前

“黑水”保安公司雇员。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当晚

宣布的获赦人员名单中，包括因在
“通俄”调查中作伪证而一度入狱

的 2016 年特朗普竞选团队外交政
策顾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和荷兰
籍律师亚历克斯·范德兹万，以及4
名因参与枪杀伊拉克平民被判 12
年至终身监禁的前“黑水”保安公
司雇员。

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
主党人亚当·希夫随后发表声明，指责
特朗普滥用总统的特赦权。

特朗普赦免
“通俄”调查对象和枪杀伊拉克平民人员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23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证实，法国中部多姆山省发
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宪兵死亡、1名宪兵受伤。凶手已死亡。

图为达尔马宁（中）23日在法国安贝尔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法新

法国中部发生枪击事件致3名宪兵死亡

预算分歧

今年5月17日，由右翼党派利库德
集团和中间党派蓝白党等组成的联合
政府宣誓就职，结束了持续一年多的组
阁僵局。以色列法律规定，新政府就职
后必须在100天内通过预算案或推迟
通过预算案的截止时间，否则议会将自
动解散。

然而，联合政府成立以来始终分歧
难消。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总理内塔尼
亚胡希望通过一份仅涵盖2020财年剩
余时间的预算案，而蓝白党领导人、副
总理兼国防部长甘茨则坚持预算案应
涵盖2021财年。

本届联合政府5月就职，8月宣布
推迟通过预算案的截止时间。12月21
日，以色列议会审议了一项旨在再度延
长截止时间的议案，但因政府内部分歧
以及部分议员缺席，该议案未获通过。
最终，由于预算案未能如期通过，本届
议会于22日午夜自动解散。

莱文23日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处
在一个“复杂、困难和有争议的时期”，
全体公民应“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不愿“让位”

以色列舆论普遍认为，预算问题其实只是一个
导火索，即使预算案得以再度延期，利库德集团与
蓝白党的“联姻”也很难走得更远，因为双方对于落
实联合政府协议中的“轮换”制度存在很大分歧。

根据双方今年4月达成的联合政府协议，由
内塔尼亚胡先出任总理，为期18个月；随后，甘茨
将于2021年11月接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改任副
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并未打算让出总理
职位，他在预算案上与甘茨对立就是为了要推动提
前选举，避免明年把总理之职让给甘茨。以色列政
治评论员安谢尔·普费弗表示，预算案如果通过，内
塔尼亚胡将失去一个可以避免“让位”的机会。

此外，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的审理明年将进
入关键阶段。普费弗认为，内塔尼亚胡希望提前举
行选举，如果他领导的政治力量能获得多数选民支
持，他就有可能在下届任期中通过豁免法案，使自
己免于被定罪。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鲁文·哈桑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目前的联合政府之所以能够成
立，主要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但内塔尼亚胡
和甘茨之间完全缺乏互信，联合政府未能正常运
转，因此新的选举不可避免。

存在变数

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120名议员。法律规定，获得议会半
数以上议席的政党可单独组阁。由于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
出现单一政党组阁的情况。这也是该国政局容易发生波动的一个原因。

以色列舆论认为，与此前3次议会选举的情况不同，明年3月的选
举将是一场全新的竞争，从选举结果到组阁前景均存在较大变数。不
过，不管各方势力如何分化组合，预计右翼力量都将更加强大。

新选举的一个变数来自利库德集团内部。内塔尼亚胡的党内对手
吉德翁·萨尔日前宣布组建新政党并将角逐总理一职。有媒体认为，萨
尔组建的新党将分流利库德集团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内塔尼亚胡组
阁的难度。

另一个变数在于蓝白党。该党在上次选举结束后违背承诺，与涉嫌
贪腐的内塔尼亚胡合作，加之内部也出现分裂，因此选举前景堪忧。22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蓝白党在下届选举中预计只能获得5个议会席
位，远低于今年3月获得的33个席位。

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仍有望在下届选举中保持领先地
位，但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阵营可能还是无法获得半数以上议席，
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在组阁方面会遭遇困难。

以色列舆论认为，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在新一届议会，右翼政党势力
势必增加，中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将遭到进一步挤压。海法大学政治学
与管理学教授埃兰·加多特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
但安全问题仍是以色列民众的主要关注点，相当一部分选民依然支持在
安全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右翼势力，“选民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意见”。

（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23日电 记者尚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