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阿富汗塔利班9日宣布

攻占北部萨曼甘省首府艾巴
克市。这是其4天内宣布攻
占的第6个省会城市。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
战局近来骤变，令不负责任
地匆忙从阿撤军的美国政府
遭到各方批评。对此，美国
一方面继续甩锅，称应由阿
安全部队承担起保卫国家的
任务，另一方面表示在条件
允许时将继续对阿政府军提
供支持。目前来看，美国撤
军后能采取的行动有限，在
对阿政策上面临两难局面。

阿富汗战局骤变 美国进退两难
八
月
十
日
，美
国
政
府
阿
富
汗
和
解
事
务

特
别
代
表
扎
尔
梅
·
哈
利
勒
扎
德
（
左
二
）
亮
相

卡
塔
尔
多
哈
。

新
华
社/

法
新

塔利班攻城略地

阿富汗塔利班6日宣布攻占首
个省会城市——西南部尼姆鲁兹省
首府扎兰季市，此后连续攻城略地，7
日宣布攻占北部朱兹詹省首府希比
尔甘市，8日宣布攻占北部塔哈尔省
首府塔卢坎市、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
市和萨尔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市。
与此同时，塔利班还在北部巴尔赫
省、南部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西
部赫拉特省和法拉省加强攻势，力图
攻占这些省的首府。

对于未来阿富汗局势，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
认为，阿政府军在城市地区长期经营，

特别是首都喀布尔等地，虽然塔利班
进攻势头猛烈，但这并不意味着塔利
班能够在短期内推翻阿富汗政府。

美国进退两难
对于美军的匆忙撤离，美国国内

也有不少批评声音。美国陆军退役上
将、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
克拉克对媒体表示，塔利班近日攻占数
个省会城市是美方误判和失败的后果。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阿富汗问
题专家迈克尔·库格尔曼指出，鉴于
美国在阿军事任务将于8月31日结
束，若在此之后美军停止对塔利班的
空袭，将打击阿政府军士气；若美军
继续实施相关军事行动，则意味着美
国实际上仍在延续阿富汗战争。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底曾
刊文指出，在阿富汗，美国已经出
局。对阿富汗来说，美国撤军的后果
可能是悲剧性的，而对美国乃至更广
泛的世界而言也是危险的。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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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8月9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9日
在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公开会上针对
美方代表发言提到南海问题指出，美国
作为域外国家动辄把先进舰机开进南
海，肆意挑衅，公开在地区国家间挑拨
离间，是对南海稳定最大的威胁。美国
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

戴兵表示，安理会不是讨论南海问
题的合适场所。美国在发言中提到南
海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当前，在中国
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
总体稳定，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航行和
飞越自由。中国同东盟各国致力于全
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
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我们有决

心、有能力维护好南海和平稳定。”
戴兵指出，美国自己不加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却以公约法官自居，对别
国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在海洋问题上毫
无可信度。美国在安理会炒作南海仲裁
案，完全是政治企图。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越权审理；在事
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明显错误，其所

作裁决是无效的，没有任何拘束力。
戴兵表示，维护海上安全对促进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
义。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地
区冲突有增无减，海盗袭击、海上武装
抢劫、海上毒品和武器走私、海上人口
贩运等犯罪活动猖獗，进一步加剧有
关地区的不稳定性。

戴兵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海上安
全，一贯倡导互利合作共赢的海洋共
同安全观，致力于营造平等互信、公平
正义、共建共享的海上安全格局。围
绕会议主题，戴兵还强调海上安全合
作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守
国际法、服务沿岸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继续聚焦打击海盗活动等四点。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美国没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食堂基本概况:该食堂位于南海大道与永万路交叉口西南
角，为园区提供餐饮配套服务，致力于打造一流食堂。为园区提供
早、中餐，目前园区日常上班人数近500人，用餐人数约200～300
人。食堂面积共650平方米，厨房配套设施、设备齐全，并配中央空
调、餐桌餐椅及包厢1个，另配小超市1个。

二、承包条件:承包经营主体条件：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成立的
餐饮服务公司，各项证照合法、齐全，注册资本30万元（含30万元）
以上。近3年内有从事餐饮经营服务的经历；有5年以上企业膳食
服务经验，企业信誉好，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无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
及消防安全事故的不良记录。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 系 人 ：陈 女 士, 联 系 方 式 ：
13627553832（手机）、（办公室）0898-68689130，地址：海口市南
海大道266号。

食堂招商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报
告书及公众意见表下载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mZc
hu2lSY2a-V9XwuXBRw ，提取码：xrs3。二、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
光大环保能源（陵水）有限公司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13km的矩形区域内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
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
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陵水）有限公
司；邮箱：lvqs@ebchinaintl.com.cn；地址：光大环保能源（陵水）有限
公司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电话：0898-83333727。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8.6~2021.8.19。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海口狮子岭工
业园区C0201地块控规修改论证报告》公示

为提高海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狮子岭工业园区二期的

建设。经报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狮子岭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C0201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指标进行局部修改。为广泛征

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8月11日至2021年9月10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gxq.haikou.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uyingying2@haik

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

工业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

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

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王烺。

办公用房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80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16号粮储仓库综合
楼5间办公用房打包公开招租，房产面积共375.76平方米，租期
5年，挂牌底价为 7891 元/月。公告期：2021 年 8月 11日至
2021年8月24日。对竞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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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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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8月11日

中石化龙桥旅游服务区位于海南东线高

速 2 公里处，位置优越，总建筑面积约

5700m2，是海南环岛高速及海口周边具有本

土风情的服务区，为充分结合发展政策，现对

龙桥东、西服务区综合楼对外招商，详询邢经

理13379906900。

海南海口龙桥服务区综合楼招商 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27日10时至2021年8月28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com/
paimaiShops.html?verdorId=11742603）上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二、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
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

三、展示时间、地点、要求：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8月26日
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

四、拍卖方式及税费承担：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网上竞价；上述标的
均以现状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
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咨询报名通道二：18876032559咨询报名通道三：15120880606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

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
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

序
号

1

2

3

类型

房产

车位

房产

标的名称

海口市滨江西琼珠生
态度假村政协会议中
心海南北区（现更名
为珈宝别院）35#房产

海口市金盘路大地豪
庭车库地下室-1楼
297号

海口市海甸岛二路水
岸阳光B座E栋E2-
2-2铺面

评估价（元）

15882955

156330

10386517

保留价
（元）

8132072.96

80040.96

5317896.70

保证金
（元）

1700000

20000

1100000

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18日10时至2021年8月1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com/
paimaiShops.html?verdorId=11742603）上公开拍卖标的：1、二
手手机32部；2、笔记本电脑2台；3、平板电脑2台及热敏票据打印
机、POS机、U盘各一台（个）；4、OMEGA手表及BREGUET 手表
各一块；5、足金、钻石、玉石及其他饰品一批共82件；6、大众、本田、
尼桑汽车各一辆；7、三星电视机一台。

本次拍卖标的以现状净价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
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后报名参与。

咨询报名通道：0898-31982239 18876032559 13876364266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
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一期）WW-03-03地块20000平方米（30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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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土地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后项目须在1个月内开工1年半内竣工，2年内达产；（二）
该宗土地项目第一年投资额不低于4530万元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5900万元，项目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
额不低于 5250万元人民币，且每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9亿元人民币；
（三）该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装配式相关要求执行；（四）须在儋州设立
全国总部企业，以儋州项目为生产基地以及营销管理中心等；（五）该宗
地及地上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期内产权自持，不做预售或现售，企业直
营；（六）“全国总部”指经《海南省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联席会议》确定的
全国总部。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根根据儋州工业园区产业
发展规划要求，该地块用于发展农畜产品深加工产业，拟建进口肉类冷
链加工基地项目，竞买人需具备以下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
竞买；2.非儋州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应由竞
得人在儋州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竞
得人若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公司中应持有50%（不
含50%）以上股份；3.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
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4.同一竞
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竞买人，报名
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致）。（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8月13日8：30（北京时间）至2021年9月8日16：00
（北京时间）到海口市万恒路南方明珠海晨园C4栋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
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1年9月8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9月8日17：00（北京时
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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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挂牌
时间：2021年8月31日8：30至2021年9月10日16：00（北京时间）。
挂牌现场会时间：2021年9月10日16：00（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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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该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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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该宗地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
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该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
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四）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
《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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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林小姐；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758889；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
cn/ggzy/；http：//lr.hainan.gov.cn；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8月9日

（儋自然资公告〔2021〕27号）

地块名称

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
（一期）WW-03-03地块

宗地面积

20000平方米（30亩）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8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86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19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一期）WW-03-22地块53605.5平方米（80.408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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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土地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项目须在1个月内开工，2年内竣工，3年内达产；
（二）该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6亿
元，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1.2亿元；（三）项目达产之日起,每五
年累计产值不低于12亿元；（四）该宗地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内企
业工商注册地和税收登记地须在儋州市存续；（五）该宗地建设严格按
照省装配式相关要求执行。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根据儋
州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该地块用于发展进出口保税加工产
业，拟建园区高标准工业厂房配套项目，竞买人需具备以下条件：1.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2.非儋州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竞
买人，在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在儋州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
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竞得人若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
在项目公司中应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3.不接受个人及联合
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
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4.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
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竞买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
须一致）。（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8月
13日8：30（北京时间）至2021年9月8日16：00（北京时间）到儋州市
那大镇文化北路水岸名都一期12号铺面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

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9月8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9月8日17：00（北京时
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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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挂牌
时间：2021年8月31日8：30至2021年9月10日下午15：00（北京时
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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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
面积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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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
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该
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四）挂牌的地块以现
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
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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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林小姐；联系
电话：0898-23883393 65758889；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8月9日

儋自然资公告〔2021〕28号

地块名称

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
（一期）WW-03-22地块

宗地面积

53605.5平方米（80.408亩）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8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39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435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一期）WW-04-04地块33333.3平方米（50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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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土地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项目须在1个月内开工，2年半内竣工，项目达产时
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二）项目第一
年投资额不低于7000万元，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
于 2000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 8 万元/
亩）,每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 3.75亿元人民币（亩均年产值均不低于
15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5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
资强度不低于300 万元/亩)。（三）该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装配式相关
要求执行。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根据儋州工业园区产业
发展规划要求，该地块用于发展商贸物流产业，拟建智慧物流项目，竞
买人需具备以下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仅限单独竞
买，不接受联合体竞买；2.非儋州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竞买人，在
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在儋州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竞得人若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
公司中应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3.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
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关文件；4.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
表人视为同一名竞买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
致）。（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8月13日8：30
（北京时间）至2021年9月8日16：00（北京时间）到海口市万恒路南
方明珠海晨园C4栋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
参加竞买。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8日16：00
（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21年9月8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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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挂牌时间：2021年8月31
日8：30至2021年9月10日15：30（北京时间）。挂牌现场会时间：
2021年9月10日15：30（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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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宗地属新增
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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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周
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
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该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
地供地计划。（四）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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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林小姐；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758889；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8月9日

（儋自然资公告〔2021〕29号）

地块名称

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
（一期）WW-04-04地块

宗地面积

33333.3平方米（50亩）

土地
用途

物流仓储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8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43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58

韩国统一部：

朝鲜拒接韩朝联络电话
据新华社首尔8月10日电（记者杜白羽 周

思雨）韩国统一部10日说，朝鲜当天下午未接听
韩方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及军事通信线路拨打
的例行电话，韩方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韩国舆
论分析认为，朝鲜欲以此表达对韩美举行联合军
演的不满。

韩联社援引统一部消息报道，10日上午9
时，韩朝联络办公室和东西海域军事通信线路通
畅，但下午朝方却拒绝接听联络电话。据悉，韩
国政府将于11日上午11时再次尝试与朝方进
行例行通话。

韩朝于7月27日恢复去年6月份中断的南北
通信联络线路。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
长金与正10日发表谈话，谴责美韩举行联合军
演，并敦促驻韩美军撤出韩国。

我国启动新一轮
地下水超采区划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刘诗平）记
者10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启动了新一
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力争用1年半的时间
完成地下水超采区及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划
定，督促各省份明确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

水利部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目的
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严格地下水管理与保护，
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划定以2020
年作为现状水平年，将平原区地下水含水层组、
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山丘区纳入划定范
围，在广泛收集分析地下水水位、地下水开发利
用量、地下水开采引发的生态与地质环境问题等
基础上，研究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开发利
用临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