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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美国和以色列在海湾水域加强军事活动剑指伊朗

美以伊海湾角力 地区局势再升温

伊拉克军方20日说，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当晚向
巴格达“绿区”发射数枚火箭弹，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这些火箭弹来自伊朗。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1日报道，以军一艘海
豚级潜艇正驶向海湾地区。美联社同日报道称，美
国海军一艘核潜艇和两艘军舰日前穿越霍尔木兹海
峡，美国核潜艇在中东水域的存在表明其准备“随时
抵御任何威胁”。另有报道说，美军本月早些时候派
出两架远程战略轰炸机前往海湾，以威慑伊朗。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齐尔伯曼26日接受沙特阿拉
伯媒体采访时称，各国应对伊朗“威胁”保持高度警惕。

伊朗强硬回击了来自美以的指责。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4日表示，特朗普关于袭击巴格
达“绿区”的火箭弹来自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美国
及其地区盟友试图加剧紧张局势。哈提卜扎德28
日评论美以近期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时表示，波斯湾
对于伊朗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如果越过伊朗的安全

“红线”，那将会带来很大风险。

以色列一直不赞成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及其顾问曾多次表示，美国重返该协议
对中东来说将是“可怕和危险”的。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计划在特朗
普任期最后几周内通过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加大对
伊朗的压力。一些以色列政治评论员认为，这显示
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正在联手行动，试图阻挠
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返伊核协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认为，这是
几十年来美以伊三国争斗的继续，但局势失控可能性不
大。事实上，伊朗当前最期待的是保持局势平稳，等待
拜登上台后重返伊核协议，进而取消或缓解对伊制裁。

伊朗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伊朗问题
专家刘岚雨说，特朗普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内有
一些鹰派人士可能企图在近期挑起与伊朗的冲突。
但沙特等美国地区盟友已开始为拜登上台后美国重
返伊核协议或开启相关谈判做准备。

（新华社德黑兰12月30日电 记者夏晨 尚昊）

今年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
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

随着其被杀一周年日子临近，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均重申，
要对苏莱曼尼之死“实施报复”。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美国和以
色列在海湾地区加强军事部署，虽然可能
有部分原因是担心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但
更重要的目的还是试图影响伊核协议的
未来走向。

美国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作为回应，伊朗去年5月以来逐步中止
履行协议部分条款。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曾在今年9月表示，
如果伊朗能重新严格遵守伊核协议，美国将
重回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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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执行美国航空公司718航班的波音737 MAX型客机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机场起飞。

一架执行美国航空公司718航班的波音737 MAX型客机29日搭载87名
乘客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飞行后降落在纽约市拉瓜迪
亚机场，成为这一型号客机在美国内恢复商业飞行的第一个航班。737 MAX客
机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发生两起重大空难，造成总计346人丧生。随
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禁飞737 MAX系列客机。 新华社/路透

美国航空恢复737 MAX商业飞行

新华社悉尼12月30日电 莫尔
兹比港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省戈
伊拉拉地区日前发生山体滑坡，包括儿
童在内的10余人被埋。目前搜救仍在
进行中，但找到幸存者可能性很小。

据巴新《国民报》30日报道，事发
地点位于戈伊拉拉地区萨基村一个山
脚下，附近许多村民在这里扎营采
矿。山体滑坡发生于当地时间28日
清晨，当时营地里的人正在睡觉。目
前已确认2人遇难，另有至少10人失
踪。戈伊拉拉地区议员威廉·萨姆在

现场表示，初步报告显示找到幸存者
可能性很小。

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30日报
道，滑坡致15人被埋，包括3名儿童。

由于事发地位置偏远且通信条件
极差，现场情况29日才陆续被外界得
知。当地正在下大雨，搜救行动面临
很大困难。

中央省省长罗伯特·阿加罗布表
示，事发现场很难进入，需要有更多现
场信息才能更好评估灾难严重程度和
所需支援。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体滑坡10余人被埋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9日电 美国科

罗拉多州29日确认发现了全美首例感
染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此
外，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
29日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自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200万名儿童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在一
份声明中说，感染者是一名20多岁的男
子，其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在英国发现的变
异病毒“B1.1.7”（也称“VUI- 202012/
01”）。这名男子近期没有旅行史，目前

处于隔离中。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对其密
切接触者进行追踪，将进一步确认是否
有其他可能的病例。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29
日报告称，截至12月24日，美国累计报
告2000681例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占美
国新冠确诊病例总数的12.4%，每10万

名儿童中有2658人感染。
数据显示，自11月12日以来，全美

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增加了约100万例。
在12月17日至24日的一周内，全美新
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近18万例。

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相
同，大部分州将儿童年龄界定为0至19岁。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29日表示，目前美国新
冠感染病例激增，疫情在各方面都开始

“失控”。近期假日季大量民众出行，很
可能会导致在现有病例“激增潮”基础上
再增加，这非常令人担忧。他认为，美国
新冠疫情下个月的情况可能比这个月更
加糟糕。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疫情统计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日
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953万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3.8万例。

美国发现变异病毒感染病例
累计逾200万儿童感染新冠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20年 12月 23日在《海南日报》A09版刊登的第

201223期拍卖公告，拍卖琼海市以下标的，因建筑面积和参考价数
字刊登有误，现更正如下（其他内容不变）,咨询电话：13519892888。

标的名称

兴海中路廉租住房四期项目一层商铺9号
兴海中路廉租住房四期项目一层商铺10号
兴海中路廉租住房四期项目一层商铺11号
兴海中路廉租住房四期项目一层商铺12号
兴海中路廉租住房四期项目一层商铺13号
教育卫生系统及公租房项目一层商铺1号
教育卫生系统及公租房项目一层商铺5号
教育卫生系统及公租房项目一层商铺6号
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2#楼一层商铺39号
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2#楼一层商铺40号
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2#楼一层商铺41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1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2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3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4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5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6号
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小区10#楼一层商铺37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63.18
115.97
115.97
115.97
115.97
215.92
274.42
215.92
165.2
165.2
98.36
42.02
51.9
19.35
19.35
51.9
42.02
34.43

参考价
（万元）
96.3558

176.9354
176.9354
176.9354
176.9354
255.2559
314.9776
255.2559
204.2202
204.2202
117.7271
49.1844
66.6811
23.5470
23.5470
66.0168
48.7012
39.0539

文昌众里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南爱乐信国际幼教中
心”项目位于文城镇文航路东北侧地段，总用地面积9818.49平方米
（折合14.73亩），项目于2020年6月2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批建建筑设计方案技术指标如下：总建筑面积为9767.02平方
米，容积率0.59，建筑密度24.03%，绿地率40.24%，建筑高度3F，停
车位70个。现建设单位申请修改建筑设计方案技术指标为：总建筑
面积 11948.5 平方米，容积率 0.60，建筑密度 24.99%，绿地率
40.24%，建筑高度3F，停车位113个。以上技术指标符合规划要
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规定，现按程
序对修改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天（2020年12月31日
至2021年1 月6日）；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建
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
区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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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黄良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爱乐信国际幼教中心项目
建筑设计方案修改批前公示

三亚盈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广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于1994年1月

8日由股东胡余忠个人投资设立。2016年，贵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
入股我司。依据2017年10月26日我司章程规定，贵司以货币认缴
出资650万元，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缴足出资。但截至目前，
贵司并未依约缴纳任何出资，鉴于贵司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损害我
司的合法权益，我司现在此向贵司催告如下：

请贵司于2021年1月3日前向我司缴纳完毕贵司认缴的全部
650万元出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贵司自行承担，
我司保留追究贵司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函告！
三亚广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 日

尽快缴纳出资催告函

讣 告
海南华侨中学特级退休教师谢钿老师于公历2020年

12月28日下午17时许在家中安然辞世，魂归极乐，享年

101岁。

兹谨定于公历2021年元月2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海

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行悼念告别仪式，敬候亲友追思祝福。

联系电话：13876391173 王先生

全体家属敬告

2020年12月31日

迁坟通告
桂秀路（白驹大道至规划海涛大道段）项目用地位于海

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98372.92平
方米（约合 147.56 亩）。项目涉及灵山镇大林村委会大
林一、大林三、大林四、迈永、排溪、西排村民小组。该项目近

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
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李先生:13976072003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12月31日

关于解除租赁京江花园铺面合同告知函
洪计儒先生：

受疫情影响，我司决定2020年12月20日起，我司不再租赁海
口市京江花园118号铺面，商铺租赁合同期限为2016年12月20日
至2025年12月19日，截止2020年12月20日，该铺面我司已经清
空，现交还给你，请你接收。原商铺租赁合同双方同意自2020年12
月21日起解除，我方支付给你商铺租赁合同保证金人民币伍万伍仟
元整，我方同意作为解除商铺租赁合同的条件赔偿给你，同时承担该
商铺2020年12月物业管理费，今后双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从
2020年12月20日起，我方已将本函内容书面提交给你，并且我方行
政部陈志进通过微信将解除合同的函拍照发送给你，你方也同意终
止原合同，但是你方一直拒接签收本函，鉴于原租赁商铺我方2020
年12月20日已经腾空，自2020年12月20日原租赁合同解除后，我
方不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现特登报通知你。特此告知

海南泰之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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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5-1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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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5-1地块规划修改
论证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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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至2021年1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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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贸易中心
项目用地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2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国际贸
易中心37.57亩项目用地使用权。洋浦国际贸易中心项目用地位
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东部生活服务区横七路与新英湾大道交叉口东
南侧，土地面积为25045.9m2（约37.57亩），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
混合用地；挂牌价为8580.73万元。公告期为：2020年12月31日
至2021年1月28日。对受让方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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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10孙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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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31日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航运中心
项目用地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2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国际航
运中心55.92亩项目用地使用权。洋浦国际航运中心项目用地位
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东部生活服务区新英大道与金洋路交叉口东
侧，土地面积为37282.03m2（约55.92亩），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
混合用地；挂牌价为10923.63万元。公告期为：2020年12月31
日至2021年1月28日。对受让方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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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21吴先生、66558034黄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31日

随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遭美国袭杀一周年临近，美国和以色列近来在海湾水域加强军事活动，剑指伊朗。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任期仅剩数周，美国和以色列可能试图抓住最后“窗口期”加大对伊朗施压，为

美国下届政府重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设置更多障碍。此举令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郭景水 美编：张昕

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是推动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强大动力。近年来，万宁市委
组织部创新方式，精心设计打造万宁党
建论坛，通过结合实际工作设置话题，让
年轻干部发散思维、表达自己、提升能
力，从而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补短板、增
知识的过程。”今年初，万宁市委成立了
30余名年轻干部组成的数字信息类、经
济类、土地资源和规划类等3个年轻干
部学习小组，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
业局局长陈朝壮是经济类组长，他说，围
绕经济、金融、税收税务等方面内容系统
深入的学习，也有效促进了本职工作。

今年6月，为了检验3个年轻干部学
习小组的阶段性成果，万宁市委组织部

结合“守初心、强基层”专题活动，以年轻
干部谈“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贡献”为主题，举办第32期万宁党建
论坛。

“为了把学习成果展示出来，我们做
了充分准备。”来自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
李亚妹说，第32期万宁党建论坛采取

“汇报发言”加“三方辩论”的形式，“辩
论主题是万宁参与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
中数字信息、经济、规划哪个更重要。在
辩论中，我们对学习内容进行了全面的
回顾和整理，受益良多。”

据介绍，第32期万宁党建论坛中，
青年干部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
战，三方据理力争、有攻有守。“这种场
合最能考验一个干部的综合能力，既要
有良好的知识储备，还要有敏捷的思

维、灵活的应对。”市委组织部部务委
员、干部室主任陈明亮透露，第32期万
宁党建论坛形式较过往再次大胆创新
和突破，采取“汇报发言”加“三方辩论”
的形式进行，“这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
察干部的视角。”

激烈的“论战”为干部带来的锻炼是
全方位的。万宁市万城镇选调生车璐在
参加了第32期万宁党建论坛后意犹未
尽，她说，“感谢市委组织部精心准备的
精神大餐，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此
类活动。”

事实上，这也是万宁党建论坛的一
大特色。在此之前，万宁市委组织部已
经先后采取了“演讲”“辩论”“领导干部
上讲堂”“组工干部上讲堂”“镇区书记论
坛”“ 田间地头论乡村振兴”等不同的方

式，围绕中心工作和不同主题开展万宁
党建论坛。每一期论坛都言之有物、论
之有据，为全市组工干部和党务工作者
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我们比以往
更为迫切需要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优良
的年轻干部队伍。”万宁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许平说，市委历来重视对年轻干
部的培养，先后以出台《关于在建设美好
新万宁中激励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的实施
意见（试行）》、举办以年轻干部为主讲人
的万宁党建论坛等方式，多渠道帮助年
轻干部成长。

对于万宁党建论坛，万宁市委高度
肯定及重视，市委主要领导专门过问论
坛筹备情况。为深化论坛效果，市委组
织部针对每一期论坛设置的主题，特地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现场参与交流，现场推动帮助解决问
题。为办好万宁党建论坛，市委组织部
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做了大量前期准备
工作，参加代表们也为高质量发言做足
了思考和发言准备。

在精心策划与设计下，万宁党建论
坛实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每一期
万宁党建论坛的主题都经过精心论证，
结合党的重要理论论述，指向具体工作，
并鼓励参会人员结合生活、工作中的“烦
心事”“操心事”发散思维，在发现问题的
同时，提出解决思路，以此锻炼干部以理
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万宁市委人才发展局局长陈江说，
万宁党建论坛自筹办以来，党员干部从
怯场到喜爱，参会人员发言也愈来愈踊

跃争先，论坛气氛也越来越活跃，形式越
来越灵活、多样，论坛中迸发出了大量的
想法及观点，“年轻干部的表达欲望与参
与热情高涨。”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管党治党，重
在基层。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关系
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关系着人心向背和
社会和谐稳定。许平表示，当前万宁干
部队伍还不能完全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
需要，短板仍然突出，市委也将一如既往
重视，打造平台、建立机制、发挥作用，提
高干部队伍的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切
实做好“选、育、管”文章，让更多优秀年
轻干部脱颖而出，激活干部工作“源头活
水”，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
业化年轻干部队伍，助力万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本版撰文/元宇 杨树茂）

万宁精心设计打造党建论坛，让干部敢想敢说敢干

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