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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体罚孩子不
仅不会使他们变乖，还可能引发更多
问题，对他们成长有害。

据英国《泰晤士报》29日报道，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分析20
年来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土耳
其等多国69项相关研究结果，得出
上述结论。研究报告刊载于28日出

版的英国《柳叶刀》杂志。
研究人员发现，遭体罚的孩子行

为问题会增多，而这种增长可能由体
罚引起。依据这项研究，体罚既没有
提高孩子的专注力、认知能力和社交
能力，也没有改善他们与他人关系、
抗压反应或社会行为。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想让孩子变乖？体罚或适得其反

6月29日，一名医务人员在澳大利亚珀斯对一名市民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继东部城市悉尼和北部城市达尔文“封城”后，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29日

开始“封城”，为期4天，以遏制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 新华社/法新

防变异病毒蔓延 澳又一城市“封城”

6月29日，警方在希腊雅典展示失窃的毕加索作品《女人头像》（左）和皮
特·蒙德里安创作的《磨坊》。

希腊警方28日在距离首都雅典大约50公里处的一座仓库中发现国立美术
馆2012年失窃的一幅毕加索作品《女人头像》。同时，警方还发现国立美术馆
另一失窃作品，即荷兰画家皮特·蒙德里安1905年创作的《磨坊》。蒙德里安画
作发现时已有损坏。警方在行动中逮捕了一名现年49岁的男子。 新华社/路透

毕加索一幅失窃作品失而复得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29日电
（记者朱雨博）墨西哥中央银行、财
政部及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28
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虚拟货币不
是墨法定货币，禁止在该国金融体
系中使用。

声明表示，墨西哥金融监管部门
多次提醒，将比特币、以太币等虚拟
货币或加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价值
储存或投资手段存在风险。墨西哥
所有金融机构未经授权不得提供相
关服务，违者将受到处罚。

墨西哥禁止在金融体系中使用虚拟货币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华侨航天科创园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
市航天大道片区北侧，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总用地面积为122426.19
平方米（折合183.641亩），建设单位为海南华侨航天科创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已经专家会及第71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该
项目建筑面积286666.54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44772.97平方米，容
积率2.0，建筑密度21.59%，绿地率35.61%，建筑高度59.9米，停车位
198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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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相关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
时间：15天（2021年6月30日至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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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3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南华侨航天科创园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

受委托，定于2021年7月9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1、罚没的益智干果一批91066斤。参考价：104.73万元；保证金：30
万元。2、罚没的超市物品一批（详见明细表）。参考价：35.34万元；
保证金：10万元。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2、标的物
数量以最终移交的数量为准，数量有差异不影响拍卖成交结果，拍
卖成交价、拍卖佣金不因数量差异而多退少补。展示时间及地点：
2021年7月6日至7日；益智存放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方农场
23队住宅内(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人民政府斜对面)、中平镇
润旺超市。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7月8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
金汇入我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
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电
话：15607579889 王先生；网址：www.hntianyue.com；地址：海口
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630期）

海口市龙华路、东湖路、龙舌坡、海甸二东路等
资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分别公开招租：
1、海口市龙华路 66 号 2、3 号铺面整体招租，面积

170.25m2，挂牌价格为27240元/月。2、海口市东湖路5号101
铺面招租，面积26.99m2，挂牌价为3779元/月。3、海口市东湖
路5号103铺面招租，面积27.28m2，挂牌价为3819元/月。4、
海口市龙舌坡市场1楼铺面招租，面积308.24m2，挂牌价为
42723元/月。5、海口市海甸二东路一栋8层商业房整体招租，
面积5753.79m2，挂牌价为14.97万元/月。

以上资产租金自第二年开始，逐年递增3%，海甸二东路8
层楼，租期为10年，其余资产租期均为3年。海甸二东路招租项
目公告期截止至2021年7月27日，其余项目公告期均截止至
2021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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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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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 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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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6HN0138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1、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2号银海苑一层铺

面；2、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1和102号铺面整体；3、海口市
海秀路111号海纳商务楼（环立大厦）707房；4、海口市大同一横
路老干部活动中心附楼5楼和6楼；5、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高登
东街（马鞍街3号）宿舍楼1-2层；6、海口市琼山中学后门福地后
街7号商铺；7、海口市大同一横路老干部活动中心主楼4楼和5
楼；8、海口市华海路19号侨盛花园A幢301、401及501号商业
用房；9、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路民防小区6间商铺。

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
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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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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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6月30日

文昌市卫生系统保障性住房项目（杏林
花园小区）8#/9#楼商铺竞租结果公示

杏林花园小区8#/9#楼一层、二层商铺现场竞租会已于
2021年6月25日上午9：30举行。根据竞租结果，拟确定海南
天天健瑞儿母婴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商铺承租人。现按有关规
定予以公示。如对以上竞租结果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以书
面或电话形式向我司纪检审计部反映。公示时间：2021年6
月30日至2021年7月6日。

联系人：高丽
联系电话：63220500

海南文昌航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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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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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
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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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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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2日至2021年0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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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2日—2021年0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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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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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20日09:00；截止时间：2021年07月
30日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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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控制指标：零售商业产业投资
强度指标应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450万元/亩，年度
税收指标应为≥12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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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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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30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7-62-
2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兴隆旅游区太阳谷项目
西侧、莲兴西路东南侧地段

面 积

0.6687公顷
（合10.03亩）

出让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限高≤20米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92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27

距离选举投票将近9个月，选战硝烟味渐渐浓烈

韩国总统大选上演“朝野对决”
韩国前检察总长尹锡悦29日宣布竞选总统，他被认为极有可能代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出战。执政的共

同民主党前一天启动党内预选登记，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拟于下月1日宣布参选。
距离韩国总统选举投票将近9个月，选战硝烟味渐渐浓烈。韩国媒体认为，这次选举可能成为李在明与尹锡悦

的“朝野对决”。

李在明

共同民主党将在9月10日前提名总统候选
人。潜在人选中，只有李在明长时间保持两位数
民意支持率，遥遥领先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丁世
均以及前法务部长官秋美爱等党内竞争对手。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李在明没有当过国会
议员。一些执政党议员，主要是文在寅的铁杆支
持者至今反感李在明，是公开的“秘密”。这种不
满，最早源于2017年总统选举预选，李在明当时
以挑战者姿态猛烈抨击后来胜出的文在寅。

一些韩国媒体推测，执政党内部存在一个
潜在的“反李在明联盟”。丁世均和国会议员
李光宰28日宣布，将在7月5日之前推举一名

“正统派”竞选人参加预选。
韩媒认为，一方面，李在明要赢得候选人

提名参加明年3月9日的总统选举，离不开
“亲文”势力支持。另一方面，他试图公开表现
自己与文在寅不同，以争取中间选民。韩联社
报道，对文在寅的政策，尤其是房地产政策，韩
国民众普遍有疲劳和不快。不过，文在寅民意
支持率近期稳定在40%左右，与历史上总统
的同期相比，可谓相当不错。

不过，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共同民主党党
内官员认为，如果李在明出线，“亲文”势力最
终将集结在他身后。这不仅是为了保住政权，
也是为了明年6月的地方选举。

尹锡悦

尹锡悦29日下午在首尔召开记者会宣布
竞选总统。他批评文在寅政府的政策，强调政
权更替的重要性。

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真实计量器”24日发
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多名潜在人选中，尹锡悦
以32.3%的支持率一马当先，稳居首位；如果
是尹锡悦与李在明对决，前者支持率达到
47.7%，后者为35.1%。

尹锡悦主打“反文在寅”牌。他凭借调查
前总统李明博受贿案时的出色表现，获得文在
寅赏识，一路获提拔到检察总长的位置。后
来，因检方调查执政党阵营多名要员，他与青
瓦台及共同民主党交恶，并且反对文在寅旨在
削弱检方庞大权力的检察改革。去年11月，
尹锡悦被时任法务部长官秋美爱停职，引发全
国各地各级检察官集体抗议。尹锡悦因而人
气高涨。今年3月，尹锡悦辞职。

经历朴槿惠遭弹劾下台、丢失政权、国会
选举失利等打击，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两度
更名，整合保守派阵营，聚集了反文在寅的各
路势力，4月上旬在首尔和釜山市长补选中获
压倒性胜利，士气大涨。

据“真实计量器”6月中旬民调，国民力量
党支持率超过39%，保持上升势头，与共同民
主党的差距拉大到近10个百分点。

崔在亨

韩国监查院院长崔在亨28日向文在寅
请辞获得批准。他说“将认真考虑如何才能
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外界猜测，他可能宣
布加入国民力量党并竞选总统。在野阵营普
遍认为，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形象是崔在亨
最大优势。

韩国《中央日报》29日发表社论说，韩国
出现了检察总长和监查院长两大独立机关
的首长相继在任期结束前辞职并投入选战
的奇景。

有分析认为，崔在亨抢在尹锡悦宣布参选
前一天辞职，似乎预示着两人将围绕候选人提
名展开激烈争夺。

尹锡悦最近上升势头略有停滞。他的发
言人李东勋上任10天便辞职。社交媒体上有
人发布指认尹锡悦本人种种丑闻及其亲戚涉
嫌违法的“X档案”。

国民力量党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重量
级议员说，尹锡悦年初被视为在野阵营无可
取代的“救世主”，而眼下形势发生了变化，
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大幅超过共同民主
党。言下之意，在野阵营内部发生变化，现
在是尹锡悦更需要争取国民力量党以及保
守派的支持。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6月28日电（记者刘品
然）美国总统拜登28日在白宫与到访的以
色列总统里夫林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
时说，他任期内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拜登在会谈时重申美国对以色列自
卫权的坚定支持，明确表示在他任期内不

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拜登说，他将很
快邀请以总理贝内特到访白宫，美国支持
以色列与地区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里夫林在会晤结束后对媒体表示，他
对拜登作出的“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器”的承诺感到满意。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今
年4月6日开始在维也纳举行，讨论美国
伊朗恢复履约问题，迄今已举行六轮会
谈，但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存在严重分歧。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
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
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
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
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在会晤到访的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时

拜登称任期内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新华社华盛顿6月28日电（记
者熊茂伶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8日提议
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为该
组织副总裁，接替即将于8月卸任的
副总裁张涛。

格奥尔基耶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李波在中央银行和法律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曾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反洗钱
立法、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等改革
和政策的设计、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IMF规程，由总裁提名副
总裁人选，提名需得到IMF执行董
事会批准。

IMF总裁提议任命李波为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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