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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2022
年度印刷耗材项目中标公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2022年度印刷耗材项目（项目

编号：HNRBYSC-2020-02）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
结果如下：

第一中标人：上海喜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人：镇江润洋印材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20日，如对

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采
购委员会提出质疑。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孔小姐0898-66810307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入口旅游配套设施项
目（航天科普中心）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入口旅游配套设施项目（航天科普中心）项
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滨海快速旅游干道龙楼段东侧，总用地
面积（政府用地）为38546.43平方米（折合57.8亩），建设单位为海
南文昌航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项目修规方案已经专家会及
市规委会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总建筑面积
6337.52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5842.77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
积494.75平方米。容积率0.15，建筑密度9.67%，绿地率31.5%，建
筑高度14.95米，机动车停车位290辆，非机动车停车位180辆。以
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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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
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
（2021年1月19日至2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
网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zrhaochuangz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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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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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9日

海垦·桃花源项目位于三亚市荔枝沟片区，由海垦实业集团下属
单位海南农垦亚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现对项目A区诚征
一级渠道代理商。

一、项目概况：1、住宅：296套，可售面积约34039.16平方米。2、
商铺：35套，可售面积约3946.72平方米。

二、报名资格：（1）具备住建局下发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证
书》（有效期内）；（2）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房地产销售（中介）代
理经营资格；（3）在三亚区域内具有3年以上房地产渠道代理经验，渠
道代理销售面积不低于100万㎡。

三、履约保证金：30万元
如有合作意向请携带公司营业执照及单位介绍信，于2021年1

月25日之前，到海垦广场写字楼A座21楼报名并领取相关文件，联
系人：房先生，联系电话：13016209020。

海垦·桃花源项目A区诚征一级渠道代理商

在2020年海南省村庄规划设计竞赛中，定安县龙湖镇里变村获
评三等奖，黄竹镇南海第六作业区、翰林镇火星村、翰林镇良星村均获
得优秀奖。

定安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
作，按照“务实、管用、可操作、能落地”总要求，加快推进全县村庄规划编
制工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海南自贸港，打好基础、提供规划保障。

5月20日，由县长主持召开全县村庄规划编制推进部署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落实全省村庄规划编制会议精神。加强技术培训，7月10
日，县委组织部和县资规局联合举办全县村庄规划编制培训班。定安
县通过出台工作方案、落实规划经费、开展村庄分类布局评估工作等，
落实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施工图”。

定安县龙湖镇里变村通过“保护优先，传承文脉，探花故里焕新
生”、“盘活存量，优配空间，腾笼换鸟促发展”、“做优一产，做强三产，

文旅融合助腾飞”“完善设施，提升环境，生态里变展新颜”等四个方面
措施应用到发展动力不足的历史文化名村中。

黄竹镇南海第六作业区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破解耕地保
护碎片化、村庄用地无序化、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按照盘活存量，用
好增量的原则，挖潜连队建设用地指标，为垦区产业转型和升级创造
建设用地指标。了解职工关注问题，尊重职工意愿，探索垦区职工建房
新模式，为垦区规划提供实践样本。

翰林镇火星村通过巩固、提升、优化火星特色栽（种）林果（南药）
业，扩大林下养殖业，培育林下种植业为重点，培育火星乡村旅游业，
积极发展“农旅”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

翰林镇良星村通过全面保护传统火山岩民居集中连片区和以槟榔
为特色的热带大地景观特色乡村风貌。通过对村落资源环境的分析与评
价，重点保护传统村落整体建筑风貌、特色街巷、历史文化景观、古井、古
树大树等类别。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措施、保护控制和管理要求。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1月19日

乡村振兴，规划现行

文昌罗豆体育旅游综合体项目位于文昌市罗豆农场区域，建设
单位为文昌罗豆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94405.05
平方米，项目用地属《文昌市锦山镇罗豆居委会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文昌罗豆体育旅游综合体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一期）方案
设计整体规划指标为：用地面积29324.5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948.35 平方米全计容，容积率 0.13，建筑密度 13.46%，绿地率
40.11%，建筑高度4.7米，停车位3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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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批前公示。1、
公示时间：30天（2021年1月19日至2月17日）；2、公示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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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昌罗豆体育旅游综合体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批前公示

文昌至临高G360公路项目迁坟公告
因文昌至临高G360公路项目征地需要，需迁移项目用地范围内

的坟墓，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迁坟范围：国道G360文昌至临
高段公路项目用地范围内需迁移坟墓位置地段位于永发镇大山村委
会大山村、北排冲村和海口市哩噉村插花地一带（海榆中线224国道
往永发镇南昌村委会路段）。二、迁坟要求：经现场勘查，共有5个坟
墓在大山村委会大山村和北排冲村一带、2个坟墓在海口市哩噉村插
花地一带无人认领。请各户主在2021年1月20日至1月27日期间联
系我镇工作人员办理迁移登记手续。凡在规定期限内无人认领的坟墓，
一律按无主坟墓处理，将交由澄迈县民政部门迁至公墓。三、登记手续
办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13700471114；联
系人：唐先生，联系电话：13876110322；工作时间为：上午9：00-11：50；
下午15：00-17：10。

澄迈县永发镇人民政府
2021年1月18日

海南省海洋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20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省海洋发展有限公司20%股
权。一、基本情况：海南省海洋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19
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公司主营范围：海洋工程，海洋工程装备
技术研发，海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加工，物流服务，基础设施工程
等。截止至2020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评估值为9943.45万元，
负债评估值为713.08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9230.37万元，具体详情
见海南瑞衡资评报字[2020]第1217号。二、挂牌价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三、公告期为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2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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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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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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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9日

迎宾嘉园项目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项目于2009年7月通
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4栋住宅、1栋酒店及地下室。现建设单位申
请对外立面材质、平面户型等进行规划变更。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
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月19日至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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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迎宾嘉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海资规城设〔2021〕32号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
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
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
求：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
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
人条件。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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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1年1月19
日至2021年2月19 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
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1年1
月19日— 2021年2月19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
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21年 2 月 19 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 9:00时；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22 日 9:0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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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

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
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30 ，下
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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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2、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
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
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3、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
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
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2217899 联系人：梁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1月 19 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9-
25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423县道北侧、北大镇中
兴村委会东边约600米地段

面 积

1公顷（合15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0.2；建筑密度≤15%；绿
地率≥20%；建筑限高≤12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536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36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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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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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
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相关主
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二）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省范围内有严重违
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与其有
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三）地块
产业准入条件：房地产业。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
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
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
1月19日至2021年2月20日到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
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
人可于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2月20日到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
洋公馆1B802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20日17时00分。经审核，
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2
月2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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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2月8日8时30分至2021年2月23日
16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2、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3、该地
块采用带设计方案出让，竞得人须按照《海南昌江DO1-01-02 号地
块—修建性详细规划（局部变更调整）》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4、本
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
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5、竞得人须按《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投资强度不得低于每亩

250万元标准进行开发建设，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作具体要求。
6、装配式建造要求：社会投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
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和2020年及以后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总建筑面
积超过3万平方米或单体超过2万平方米的新建社会投资公共建筑，
具备条件的应采用装配式建造，装配式建筑项目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
承包（EPC）模式。7、该地块限定建设专门面向昌江核电员工及昌江核
电关联产业人员供应的普通商品住宅，竞得人在开发建设、销售等相
关环节应按我省有关住房限购和人才住房政策执行。8、该宗地为政府
储备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
完成。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不在疑似污
染地块范围内。地块周边已通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
开发所必需的条件。综上，该地块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9、签订出让合
同及用地准入协议：自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与我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需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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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履行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10、按正常工作
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
假日除外。11、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昌江黎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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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
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www.landchina.com；http://1r.hainan.gov.cn。九、咨询方式：：咨询
电话：0898-26630913、68551218、65303602；联系人：麦先生、林小姐。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9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起始价(万元)

石碌镇2019-008号
70年
≥40
≥250
612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38196.20平方米
≤2.0
≤45
1.0个/120m2计容建筑面积
增价幅度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竞买保证金(万元)

昌江县石碌镇环城西路西侧
≤22
城镇住宅用地
3672
1万元及其整数倍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自然资告字〔2021〕6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石碌镇环城西路西侧，地块编号为
石碌镇2019-00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日本第204届例行国会18日开
幕，首相菅义伟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
致力于尽早控制新冠疫情。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日益严峻的
疫情导致国民不满，应对疫情成为菅
义伟政府首要挑战。此外，东京奥运
会能否如期举行、怎样处理政治丑闻、
何时解散众议院等一系列问题将关乎
菅义伟的执政前景。

抗疫优先
日本迄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30

万，死亡超4000人。自去年11月中下
旬进入第三波疫情高峰以来，近期东京
等多地单日确诊病例屡创新高，各地医
疗资源吃紧。在这一背景下，应对疫情

成为菅义伟政府的首要课题。
菅义伟在施政演说开头列举了已

采取的应对措施，如对疫情严重地区
实施紧急状态，要求餐饮店提前结束
营业、企业增加远程办公、民众减少不
必要外出等。他说，为提高防疫措施
效果，政府将修改相关法律，增加奖惩
措施。此外，菅义伟还表示尽量在2
月下旬前做好疫苗接种准备，为一线
医疗机构增加人员等。

随着疫情日益严重，菅义伟内阁
支持率近两月大幅下跌。日本《每日
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已跌
至33%，接近日本政界公认的30%危
险线；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政府的
疫情应对表示不满。

应对不易
尽管菅义伟强调政府已采取不少

防疫措施，但日本舆论对政府迄今的
疫情应对颇有微词，民众也多有不满。

批评主要集中在旅游补贴政策
上。为推动因疫情受重创的旅游业复
苏，菅义伟去年9月上台后坚持推行国
内旅游补贴政策。但这一政策被质疑
加速了病毒扩散，特别是第三波疫情
出现后，要求暂停该政策的声音愈发
高涨。但菅义伟直到去年12月中旬才
宣布在新年假期期间暂停这一政策。

此外，第三波疫情出现后，要求政
府尽早宣布紧急状态的声音不绝于
耳，但日本政府一直未有行动，直到在
东京都等地方政府强烈要求下，才于
本月上旬宣布紧急状态。日本舆论认
为，菅义伟政府迟迟不宣布紧急状态
是担心封锁措施对经济打击过大。

菅义伟施政演说中提到的一些防
疫新举措实施起来也面临阻力。比如，

有意见认为，在防疫相关法律中增加处
罚条款会限制民众行动自由，部分在野
党对修改法律态度谨慎，预计朝野政党
将在本届例行国会上展开争论。

压力不小
除了疫情应对，菅义伟还面临其

他诸多挑战。在日本和全球疫情猛烈
反弹的情况下，已延期一年的东京奥
运会将被取消的传闻不断。菅义伟在
演说中强调，要让东京奥运会成为人
类战胜新冠病毒的象征。但近期民调
显示，约八成日本人主张东京奥运会
再次推迟或取消。从之前日本政府在
东京奥运会推迟问题上的反复来看，
菅义伟现在的表态并不能保证今夏一
定能如期举办奥运会。

执政党自民党内的丑闻也继续困
扰菅义伟。前首相安倍晋三牵涉的

“赏樱会”丑闻最终以安倍秘书被检方
起诉暂告一段落，但菅义伟因之前多
次为安倍辩解而受到批评。前农林水
产大臣吉川贵盛最近因涉嫌受贿而遭
起诉，此人被认为与菅义伟关系密
切。这些丑闻都将成为在野党在本届
例行国会上的追责目标。

菅义伟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
今年9月结束，他届时只有赢得新总裁选
举才能保住首相职位继续执政，因此在剩
下任期内的执政成绩和内阁支持率将左右
其执政前景。本届日本众议院任期将于今
年10月结束，菅义伟需要在此之前选择最
有利时机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但在面临
抗疫等紧急议程的情况下，留给他的时间
窗口已经不多。如果内阁支持率继续下
滑，菅义伟在党内的压力恐将与日俱增。

（新华社东京1月18日电 记者
姜俏梅）

日本日益严峻的疫情导致国民不满

疫情重压下菅义伟面临多重挑战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1 月 17 日
电（记者周星竹 宫若涵）巴西国家
卫生监督局17日宣布，给予中国北
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
的新冠疫苗克尔来福紧急使用许
可。巴西首批新冠疫苗接种者当天
接种中国疫苗。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5名管理
人员在当天的特别会议上一致投票
通过了相关决议。除克尔来福外，当
天获得紧急使用许可的还有牛津大
学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合作研

发的新冠疫苗。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表示，巴西

目前疫情形势严峻。科学研究数据表
明，上述两种疫苗均符合紧急使用的
质量和安全要求。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
17日宣布，巴西空军将从18日开始
向各州分发疫苗。

巴西联邦政府本月初与圣保罗州
布坦坦研究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1
亿剂由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克尔来福。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在巴西获紧急使用许可

阿塞拜疆卫生部长接种中国产新冠疫苗
阿塞拜疆18日正式启动第一阶段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阿卫生部长奥格塔伊·
希莱里耶夫在阿首都巴库率先接种了中
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据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报道，希莱里
耶夫在接种疫苗时说，经过综合比较，阿
塞拜疆选择引进中国疫苗。他说：“阿专
家们认为中国疫苗是最好的，它在很多国
家都通过了临床试验，在土耳其投入使用
后，效果也非常好。”

图为希莱里耶夫（右二）在阿首都
巴库准备接种中国产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日说，印尼西苏
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6.2级地震已致81人死
亡。图为在苏拉威西省首府马穆朱，救援人员
带着搜救犬在地震废墟中搜救。 新华社发

印尼地震死亡人数升至81人

文在寅表示
有意随时随地与金正恩对话

据新华社首尔1月18日电（记者陆睿 耿
学鹏）韩国总统文在寅18日在总统府青瓦台表
示，他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举行会晤，同时考虑到疫情影响也可通
过非面对面的方式与金正恩进行对话。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2021年新年记者
会时做出这一表态。他说，他的总统任期所剩时
间不多，希望在剩余任期内尽最大努力改善韩朝
关系，但不会匆忙行事。

文在寅表示，韩朝可以通过对话进行包括人道主
义领域等在内的合作。“这不仅有助于发展南北关系，
还会成为朝美对话的推动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科威特内阁集体辞职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1月18日电（记者王薇

聂云鹏）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18日批准内阁集体辞
职，并要求内阁继续处理紧急事务直至新内阁产生。

科威特首相萨巴赫·哈立德13日向纳瓦夫提
交了内阁集体辞呈。

据科通社报道，此次内阁辞职起因是3名国会
议员向首相发出质询，指责其在组建内阁时违反宪
法规定，没有考虑到新一届国民议会的组成和发展
趋势，也没有在组阁成功后向议会提交其工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