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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拍卖：登记在海南生园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

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土地证号为白国用(1998)第51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面积4950亩中的4373亩土地使用权，该权属来源于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中法执字第240、241、244号

《民事裁定书》。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参考价:人民币1100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

2、拍卖时间:2021年10月15日上午10:00。

3、拍卖地点及报名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北路金融

花园A幢201室。

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

10月14日17:00。

5、缴纳保证金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0月14日16:00

前到账为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海 口 龙 华 路 支 行; 账 号:

2201020519200036918。缴款用途处须填:202109.1号标的竞买

保证金。

7、标的情况说明:①按现状净价拍卖；②相关税、费由买受人

全部承担。

8、拍卖方电话:0898-68589161 13111912222。

9、委托方电话:0898-66221263 信息发至:18976553182。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21)琼01破申9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潘一鹏对被申请人海南南北通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1年9月14日指定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为海南南北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海南南北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0月
28日前，向海南南北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6层B座；联系人：林
少 勇 ；联 系 电 话 ：13907599795、0898- 66518572；传 真 ：
66511800)。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南北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南北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破9号

为支持生物医药高端产业研发，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优化营商环

境，经报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及城市设计》XY0716002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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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至2021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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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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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口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及城市设计》XY0716002地块规划指标修改公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万宁地区12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特发
布此公告。本资产包总金额为4,367.31万元，债权12户14笔，涉及
本金 550.58 万元，利息 3816.73 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
2021年9月30日），分布在海南省的万宁市。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
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
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做适当调整。如有
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
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
洽。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
良好；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
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联系人：
周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通讯地址：
海口市大同路38号中银大厦1008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
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82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0898－66563194
（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9月2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万宁地区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9HN0226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研究培
训院综合楼第五层进行招租。

一、挂牌价：50429元/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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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至2021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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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50分 印完：5时2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观 天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28日说，俄匈天然气协议没有侵害任何
一方的权利，也没有违背国际准则，乌克兰
没有权利干涉俄匈关系。

不过，佩斯科夫说，俄方无需对乌方反
应采取报复措施。

俄罗斯过去主要经由乌克兰向欧洲输
送天然气，但近年寻求输气渠道多样化，建
设了经黑海通向土耳其的“土耳其溪”和经
波罗的海通向德国的“北溪-2”输气管道，
可绕开乌克兰向欧洲供气。前者今年初开
通，后者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完工。

乌克兰强烈反对“北溪-2”项目，担心
损失天然气“过境费”以及遭俄罗斯中断供
气。美国政府以经济制裁等手段阻挠这一
项目，声称它是俄罗斯用于影响欧洲的“地
缘政治武器”，但今年7月与德国政府达成
妥协。

乌克兰近年因克里米亚和乌东部民间

武装等问题，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另一
方面，乌克兰与另一邻国匈牙利之间也龃龉
不断，其矛盾关联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
大约15万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权利。

乌克兰2017年颁布法律，要求本国中
学教师授课时只能使用乌克兰语，不得使用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匈牙利外交部随后表
达不满，称两国关系降至 20多年来最低
点。乌克兰2018年10月下令驱逐一名匈
牙利领事，理由是他违规向乌克兰境内的匈
牙利族人发放护照。匈牙利随后宣布驱逐
一名乌克兰驻匈领事。乌克兰积极寻求加
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而匈牙利作为
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曾明确表示反对。

今年1月，西亚尔托访问乌克兰并会晤
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双方表达修
复两国关系的意愿。然而，两国又因俄匈供
气合同发生争议。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俄匈供气协议引风波

匈牙利乌克兰互相召见大使
匈牙利外交部28日召见乌克兰大使，指责乌克兰试图阻挠匈牙利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侵犯匈牙利主权。

作为回应，乌克兰当天晚些时候召见匈牙利大使。

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
尔托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
兰试图阻挠匈牙利获得稳定的天
然气供应，“我们认为这侵犯了我
们的主权”。他同时对乌方打算
向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起申诉表示

“愤怒”。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27日与匈牙利政府签订合同，约
定从今年10月1日起至2036年
底向后者供应天然气。按照合
同，在今后15年，俄方每年将向匈
牙利供应45亿立方米天然气。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将
经由土耳其和欧洲东南部的天然
气管道向匈牙利输气。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28日在
短信中告诉路透社，乌方也召见
了匈牙利大使。这名发言人说：

“（俄罗斯）绕过乌克兰（向匈牙
利）供气破坏我国国家安全和欧
洲能源安全。乌方将采取果断措
施保护国家利益。”

乌克兰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
说，对匈牙利决定与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绕过乌克
兰”的天然气长期供应合同感到

“惊讶和失望”，这是“政治和经济
上都不合理的决定”，损害乌克兰
与匈牙利的关系。乌方打算寻求
欧盟委员会评估这一交易是否符
合欧洲能源法。

乌方反应激怒匈方。西亚尔
托27日谴责乌克兰试图干预匈俄
天然气交易。他说：“对匈牙利而
言，能源安全关乎（国家）安全、主
权和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你没法用政治言论给家里供暖。”

各表不满 再生波折

美国五角大楼27日宣布，成功测试
一种高超音速武器，是2013年开始研发
这类武器以来首次测试成功。

根据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表
的声明，旨在测试空中各种状态飞行的
自由飞试验于上周进行。所测试的导
弹 在 高 超 音 速 吸 气 式 武 器 概 念
（HAWC）项目框架下研发，由美国雷神
技术公司制造，装备诺思罗普-格鲁曼
公司的超燃冲压发动机，使用碳氢和空
气混合燃料，速度达到5马赫、即五倍音
速以上。

高级研究计划局战术技术处官员安
德鲁·克内德勒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军正
在安排用于下次测试的运载机，计划今年
晚些时候再次测试这一型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结合高速度与高机动
性，可大大降低现有防御手段成功拦截的

可能性，具有反应快、破坏大等特点，在打
击大型水面舰艇方面优势显著。

雷神公司2019年开始与诺思罗普-
格鲁曼公司合作，研发、生产供高超音速
武器使用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据美国《航空周刊》2020年 6月报
道，美军测试一型高超音速导弹时发生事
故，导弹意外脱离运载机，已被及时销
毁。报道说，美军正在研发四个高超音速
导弹项目，发生事故的导弹由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研发。

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落后

于俄罗斯。早在冷战时期，俄美就开始研
究高超音速技术，但没有实质性成果。近
年来，俄罗斯在原先基础上深入研发高超
音速技术，并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加
快研发步伐。

2019年12月，俄国防部宣布，开始
量产携带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先锋”导
弹系统，列装俄战略火箭兵“栋巴罗夫斯
基兵团”的工作已经启动。

2020年 1月，俄海军首次试射“锆
石”高超音速导弹。今年7月，俄国防部
说，在俄西北部白海水域试射“锆石”导

弹，命中350公里外巴伦支海沿岸的预定
目标，相关战术和技术性能得到验证。俄
国防部8月底宣布签署一批新式武器采
购合同，包括“锆石”导弹，最迟2025年交
付俄军。

俄总统普京多次称赞“锆石”导弹的
领先程度。它是俄罗斯第一种海基高超
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000公里，最大
巡航速度9马赫，能够摧毁所有类型的水
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防空导弹等
防御系统拦截。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军首次成功测试高超音速武器
速度达五倍音速以上 在打击大型水面舰艇方面优势显著

英国近日出现“汽油荒”。多家
英国媒体报道，截至27日，英国各大
城市多达九成加油站宣告燃油售
罄。英国政府不得不呼吁民众“莫抢
购、别囤油”。

不少报道分析指出，英国有足够
燃油，“汽油荒”缘于缺少运油的卡车
司机。多种原因造成这一缺口，包括
新冠疫情、劳动人口老龄化以及大批

外籍卡车司机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前后出走。

为缓解因缺少运油卡车司机而
出现的“汽油荒”，英国政府打算临时
用军人补缺。数十名军用油罐车司
机27日起处于待命状态。一些主要
燃油企业当天说，预计英国燃油需求
将在几天内缓解。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英现“汽油荒”政府呼吁民众“莫抢购、别囤油”

9月28日，人们在泰国猜也蓬府洪涝地区涉水出行。
近日，受热带风暴“电母”影响，泰国大部分地区连降暴雨，导致泰国多地

遭遇水灾，不少民宅、道路被淹。 新华社/路透

泰国多地遭受热带风暴“电母”侵袭

保护海中珊瑚 科学家在天上造“海水云”

为延缓大堡礁珊瑚白化速度，澳大利亚科学家尝试将海水喷洒到空中，制造
“海水云”，为珊瑚礁遮挡阳光。大堡礁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是世界最大珊瑚
礁群。受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大堡礁近年多次出现大规模珊瑚白化。

这张拍摄于2021年3月的照片显示，在澳大利亚大堡礁进行的第二轮试
验中，科学家用涡轮机把海水喷洒到空中。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