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将速战速决

德国、瑞典、波兰
2月8日分别宣布驱
逐俄罗斯驻本国外交
机构人员，作为对俄
罗斯此前要求三国驻
俄外交机构人员离境
的回应。俄外交部同
日表示此举毫无根据
且不友好。

行人从俄罗斯驻
德国大使馆门前走
过。 新华社/法新

欧洲三国宣布驱逐俄外交机构人员
俄罗斯：此举毫无根据

2月8日，内塔
尼亚胡（中）在耶路
撒冷地方法院出庭。

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涉腐案 2
月 8日在耶路撒冷
地方法院再次开
庭。内塔尼亚胡以
书面形式否认有
罪，现身约20分钟
后离开。

新华社/法新

涉腐案再开庭 内塔尼亚胡拒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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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21）第4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
安科技新城B0625-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625-1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20005.61平方米（合3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
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
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可办理土地供应手续。根据高新区
管委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B0625-1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
〔2020〕166号），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新城B0625-1地块，用地
性质为一类（二类）工业用地M1（M2），用地范围东至规划路、南至规
划路，西至规划路、北至安新街，容积率≥1.0，建筑系数≥30％，绿地率
10％≤G≤20％，建筑限高≤40米。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423.46万元人民币，采
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10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递增。竞
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423.46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
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1年2月24日9:00至2021年3月15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3月6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3月17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3月17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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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
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设医药生产基地项目，建设项目需
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
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700万元/亩，达产后年度产值
不低于1000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120万元/
亩进行投资建设。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
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2个月内完成施工
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
础混凝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18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产品下线，有经营收入，医药企业以提交
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项目投产后1年内达产。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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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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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其他要求按照海江东局函[2021]259号文及江东新区相关规划
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
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
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
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
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4419.12万元人民币，
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
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4419.12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
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2月24日9:00至2021年3
月15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3月6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3月17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3月17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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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
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设综合办公楼项目。
（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
（五）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

关规定。
（六）该宗地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1200万元/亩，项目达产之日起

五年总纳税额不低于5亿元（年亩产税收不低于600万元）。以上控制
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
成部分。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七)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
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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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18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超
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
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
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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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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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江东新区JDWH-06-E12-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JDWH-06-E12-02地块，土地总面积为10303.05平方米（15.45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

地，土地出让年限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
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根据海口市江东新区控规成果，江东新区JDWH-06-E12-02地块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江东新区JDWH-06-E12-02

土地面积（m2）

10303.05（15.45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 2.5

建筑高度（M）

≦6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5

美国会参议院启动对前总统弹劾审判

特朗普会否被定罪

2020年总统选举后，特朗普拒绝承认失败，并鼓动
支持者到华盛顿抗议。今年1月6日，部分特朗普支持
者在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时冲入国会大厦，造成包括
一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这一事件令美国总统权力
交接染上暴力色彩，特朗普被指“点燃导火索”。1月13
日，在众议院，10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民主党一方，投票
通过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这是美国历史上跨党派票
数最多的总统弹劾投票。

但在多数共和党人看来，民主党人推动二次弹劾审
判仍是出于政治目的。前共和党竞选顾问约翰·普德纳
说：“民主党人希望人们记住这个反对特朗普的理由。”
《华尔街日报》载文称，民主党希望借弹劾审判进一步分
裂共和党，如果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定罪，他们将在
今后竞选时面临“特朗普选民”的愤怒，反之则将面临民
主党竞争对手的攻击。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不太可能被定罪，也不
太可能被参议院投票禁止竞选公职，但弹劾审判仍有可
能削弱特朗普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及东山再起的可能
性。目前，共和党内温和建制派与激进保守派正在争夺

“主流”位置，而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命运沉浮攸关共和党
的未来走向。

《华盛顿邮报》指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治极化
空前严重，在他下台后这种“极化”并没有消失，这直接体现
在两党选民对弹劾审判的态度上。美国广播公司和益普
索集团7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92%的民主党选民支持
对特朗普定罪，但仅有15%的共和党选民持相同立场。美
国社会这种分裂态势，构成第二次弹劾审判的“底色”。

（新华社华盛顿2月8日电 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 杨
士龙）

包括特朗普在内，美国历史上共有3位总统曾遭弹
劾，但没有一人被定罪。由于美国历史上从未对前总统
进行弹劾审判，这样做是否符合宪法便成为近来两党斗
争的一个焦点。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1月26日提出动议，认为参
议院对前总统进行弹劾审判违宪。尽管该动议被否决，
但从投票结果看，仅有5名共和党参议员站在民主党一
边。而要给特朗普定罪，需要至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和
全部50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方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
法定门槛。因此，美国朝野普遍认为，特朗普被定罪的可
能性很小。

不过，结局虽乏悬念，眼下的局面却与一年前特朗普
遭遇首次弹劾审判时大不相同。在首次弹劾审判中，参
众两院共和党人高度团结，麦康奈尔等共和党高层强烈
指责民主党人把弹劾作为党争工具，再三督促全党统一
立场。共和党参议员中，仅罗姆尼一人投票支持一项弹
劾条款。

而在第二次弹劾过程中，参众两院共和党领导层均
允许本党议员自行其是。多数共和党人反对弹劾的主要
依据不在于特朗普是否“煽动叛乱”，而是对前总统进行
弹劾审判是否合宪。

特朗普律师团队8日发表声明，否认特朗普煽动暴
力，宣称卸任总统是普通公民，对普通公民进行弹劾审判

“荒唐且违宪”，并把弹劾案形容为党派争斗的“政治戏
剧”。民主党人和许多法律专家则援引美国历史上对前
政府高官进行弹劾审判的先例来反驳“违宪”说法，强调
如果不能给特朗普定罪，将开创一个危险先例，未来的美
国领导人可能“妄图以任何方式保住权力”。

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8
日宣布，经与少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尔和特朗普律师团队协商，各方就审判规
则、流程和时间安排达成协议。麦康奈尔
表示，协议“保留了正当程序和双方权利
……将给作为陪审员的参议员充足时间”
审理弹劾案。

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表，国会参议院
9日将就弹劾审判是否符合宪法进行4小
时的辩论和投票。10日开始公开辩论，
控辩双方在两天内分别有16小时进行陈
述。辩论结束后，将进入参议员提问阶
段。如果控辩双方同意不传召证人，审判
预计最早将于下周结束。在最后阶段，双
方各有两小时进行结案陈词，随后参议员
审议并就是否定罪举行全体投票。

国会众议院弹劾案首席“管理人”、民
主党众议员拉斯金日前致信特朗普，要求
他亲自作证并接受质询，遭特朗普律师团
队拒绝。参议院审理过程中会否传召其
他证人，目前尚属未知。

从目前情况看，两党领导层都希望速
战速决。共和党担心弹劾审判可能进一
步暴露并加深党内分裂，而民主党担心弹
劾审判拖累拜登政府的人事任命和“百日
新政”议程，干扰大规模救助计划等立法
进程。白宫则表示，总统拜登不会花太多
时间关注弹劾审判。

美国国会参议院定于9日启动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作为美国历史
上首位任内两度遭弹劾的总统，特朗普此次被指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分析人
士认为，尽管特朗普最终被定罪的可能性不大，但二次弹劾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日
益严重的党派争斗和社会分裂，并有可能对未来美国政局走向产生一定影响。

新华社华盛顿2月8日电（记者刘
品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日发表声
明说，美国将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

他说，拜登总统已要求国务院

立即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新接
触，美国短期内将以观察员身份重
返该组织。

布林肯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存
在缺陷，然而美国的退出并未促使该

组织发生有意义的改变，反而造成“美
国领导力的真空”。

2018 年 6 月，美国宣布退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称理事会对以色
列“存在偏见”以及“无法有效保护

人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

组成。联大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左右的
理事会成员，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
任一届。

美国将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新华社喀布尔2月9日电（记者
史先涛 陈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警
察局发言人费尔道斯·法拉马兹9日
表示，4名政府官员当天在喀布尔遭
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枪击身亡。

法拉马兹说，当地时间9日上午9
时20分，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在喀布
尔第5警区袭击一辆汽车，车上4人

丧生，这4人都是阿富汗农村复兴与
发展部的官员。

这是喀布尔当天发生的第二起暴
力事件。几乎在当天同一时间发生的
另一起暴力事件中，一辆汽车在喀布
尔第16警区遇袭，造成一人受伤。

近来，喀布尔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袭击事件频发。

4名阿富汗政府官员遭枪击身亡

据新华社纽约2月8日电（记者
刘亚南）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
公司8日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
交的一份文件中披露，在1月份调整
公司投资政策后，特斯拉已在加密货
币比特币上投资15亿美元。

特斯拉表示，在遵守适用法律的情
况下，预计将在近期接受比特币作为对
其产品的支付形式。特斯拉说，根据最
新政策，公司可以把一部分多余现金投
资于一些替代性储备资产，包括数字资

产、金条、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等。此
次调整投资政策是为了增加灵活性以
实现多余现金收益的多样化和最大化。

特斯拉还表示，过去数字资产价
格高度波动，并可能继续具有高波动
性，数字资产在当前会计规则下被认
为是无限存在的无形资产，并且没有
中央发行方或治理机构，这些可能给
投资带来多种风险。

受这一消息影响，比特币价格8
日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7.73%。

特斯拉投资15亿美元于比特币

新华社仰光2月9日电 缅甸军
方8日和9日发布消息，将在首都内
比都、曼德勒省和最大城市仰光等多
地实施集会禁令和宵禁令，但未说明
实施的具体时间。

根据禁令内容，游行、抗议、5人

以上的公开集会等行为将被禁止，自
每晚8时至次日凌晨4时实施宵禁。
缅甸各地连日来爆发示威抗议活动，
抗议者诉求包括释放被扣押的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记者9日在仰光街头看
到，抗议活动仍在进行。

缅甸多地发布集会禁令和宵禁令

？
结局难有悬念 审判影响几何？

一名手持“弹劾”标语的男子从美国国会大厦前走过。 新华社发

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