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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2021年农村公路

养护工程（第一批）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单位；2.观澜湖北

区区外排水工程（PG3 线）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单位；3.美

兰区农村饮水安全补短板工程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单位；4.美兰

区农村饮水安全补短板工程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编制服务单

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

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1年10月27日

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招标代理等服务的公告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7%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4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7%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9年7月，注册资本27000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评估值为21229.06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481.96万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20747.09万元。公司经营范围：能源、化工、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产资源五类产品的国内和进出口线上贸易
等。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信长盛评报字（2021)第043号）。
二、挂牌价格不低于3000万元。三、公告期：2021年10月22日至
2021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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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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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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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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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
查阅地点：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工程（三期）厂区内；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18.9km的矩形区域内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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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有限公司；邮箱：
chenxiong@cebenvironment.com.cn；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
凰镇水蛟村工业园路光大一横路1号；电话：0898-88204015。四、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29日。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为适应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
法》等有关规定，海南省纪检监察系统面向
全省公开选调一批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职位和人数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共计划选调80人，

其中：
1.省纪委监委机关20人，省纪委监委

驻省属企业纪检监察机构6人；
2.受相关市县（单位）委托，各市县区

纪检监察机关、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纪工委
监委49人，省属企业、事业单位纪检监察
机构5人。

二、选调对象

选调职位编制类型为行政编制的，选
调对象应为已登记备案的在编在岗公务
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编制人
员，不含聘任制公务员，下同）；选调职位
编制类型为事业编制的，选调对象应为在
编在岗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工作人员；选调
职位为企业人员的，选调对象应为在编在
岗公务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或国有企业
工作人员。

三、报名时间
2021年 11月 5日 8：00起至 2021年

11月12日18：00止。具体选调公告将在
海南廉政网（http://www.hnlzw.net）上
发布，敬请关注。

海南省纪委监委
2021年10月23日

海南省纪检监察系统面向全省
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观 天下

路透社驻伊斯坦布尔记者
援引一名外交人士的话报道，考
虑到土方已充分表明立场，而二
十国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开幕在即，为避免驱逐大
使带来外交风暴，眼下紧张局势
有可能得到缓解。

这名外交人士说，“尚无指
令发给使馆”，土耳其内阁有可
能在25日作出相关决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3日说，
美方知悉相关报道，正向土耳其
外交部“寻求解释”。德国外交
部人士说，德方注意到埃尔多安
的讲话，正与其他9国密切沟通。

挪威外交部发言人称，挪威
大使“没有做任何需要被驱逐的
事”，挪方将继续就“人权和民主”
向土方施加压力。丹麦外交部发
言人说，丹方尚未收到土方正式

通知，正与盟友保持联系，会坚持
联合声明中表达的共同“原则”。

荷兰外交部说，荷方注意到
埃尔多安的讲话，尚未收到土方
正式确认，正在等待土耳其外交
部来电。

新西兰外交部24日说，新
方重视与土耳其的关系，在收到
正式通知前不作评论。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土耳其总统下令宣布

美国等西方10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10个国家是美国、法国、
德国、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
荷兰、芬兰和新西兰。10国大使
18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
立即释放被土方指控参与2016
年未遂政变的奥斯曼·卡瓦拉。

埃尔多安23日出席活动时
发表讲话说，这10国大使发表
无礼声明，他们“不能理解土耳
其（国情）的那天，就得走人”。
他讲这番话时，群众中传出欢

呼声。
埃尔多安说：“我给外交部

长下了命令：必须宣布这10国
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
办理。”

土耳其外交部19日召见这
10国大使，谴责他们干涉土耳其
司法系统、将司法程序政治化。
埃尔多安21日接受采访时批评
这些大使自以为是、对土方“指
手画脚”。他当时说：“我告诉我

们外交部长：我们可招待不了这
帮人。”

卡瓦拉现年64岁，拥有家
族企业和基金会，一些西方媒体
称他为慈善家和人权活动人
士。他2017年10月在伊斯坦布
尔市被拘留，先后受到与土耳其
2013年反政府示威和2016年未
遂政变相关的指控，一直被羁
押，其案件下一场听证会定在11
月26日。

尚无正式通知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与年初相
比，预计日本东京电力、关西电力、中部电
力和九州电力公司11月居民电价将明显
上涨，其中东京电力涨幅最大，将达17%。

观察人士认为，日本电力供应严重
依赖火力发电，天然气和煤炭价格持续
上涨必将向电价传导。日本今冬大概率
将面临电价高企，将加重居民负担，或将
抑制消费复苏。

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今年以来，液
化天然气现货价格一度涨至去年同期的
十倍以上。虽然日本各大电力公司发电

所需的天然气中约八成有长期合约，受
现货市场涨价的直接冲击较小，但各电
力公司仍面临巨大成本压力。

按照日本目前的电价联动上调机
制，燃料价格平均上涨将滞后体现在电
价中。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小山坚分析说，由于日本天然气价格与
原油价格联动且滞后形成，真正的燃料
涨价还在今后。

有媒体推算，东京电力公司12月居民
电价同比涨幅将达18%，将成为2016年日
本电力零售全面市场化以来的最大涨幅。

今年以来燃料成本上涨导致近期日本电价上升。日本媒体预计，日本
四大电力公司11月居民电价与今年年初相比将平均上涨13%。观察人士
表示，今年冬天电价高企将影响居民生活，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东京电力涨幅最大，将达17%

火电发电的燃料成本涨幅超七成

日本四大电力公司发电情况各不相
同。在目前燃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电力
公司对火电依存度越高，电价上涨压力越
大。东京电力公司涨价压力最大，福岛核
电站事故以后该公司核电停运、严重依赖
火电。与今年1月相比，东京电力11月发
电的燃料成本涨幅超过七成。

日本科学评论家竹内薰表示，目前日
本电力能源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度约为
80%，化石燃料涨价自然带动电价上涨。
小山坚表示，天然气市场面临现货价格高
涨的异常情况，今年冬季供需形势令人忧
虑。日本市场风险咨询公司分析师新村
直弘表示，如果今年冬季遭遇严寒，国际
市场天然气供需将更加紧张，价格也会随
之上涨。电力公司将不得不增加采购现

货市场天然气，电价上涨趋势可能持续到
明年夏天。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电价上涨压力，日
本经济产业省已经呼吁各电力公司增加
液化天然气库存。

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核
电在日本国内遭到各方反对，重启进展缓
慢。2019财年核电在电力能源中的占比
降至6%。

日本政府提出，2030财年将火电依存
度降至 41%，核电占比恢复到 20%至
22%。有专家分析说，考虑到此次燃料价格
上涨引发火电承压、电价上涨等原因，预计
今后日本政府将加大力度推动核电重启。

（新华社东京10月24日电 记者刘
春燕）

新华社阿布贾10月23日电 尼
日利亚狱政部门23日证实，尼西南
部奥约州一座监狱22日晚遭武装分
子袭击，导致837名在押人员越狱。

尼日利亚狱政部门发言人奥兰
雷瓦朱·安乔林在一份声明中说，一

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奥约州
阿博隆戈地区一座监狱并与守卫发
生交火。武装分子使用炸药破墙进
入监狱，释放了837名在押人员。事
发后狱政部门立即启动抓捕程序，目
前已抓获262名越狱人员。

尼日利亚一监狱遭袭 800多人越狱

一艘货轮23日上午在加拿大西
南部海域起火，产生有毒气体。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
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23日上午11
时 左 右 接 到 报 告 ，名 为“Zim
Kingston”号的货轮上有6个集装
箱起火。货轮当时停在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附近。

海岸警卫队说，货轮载有52吨

黄原酸盐，包括装在两个起火集装箱
中的正戊基黄原酸钾。

海岸警卫队将船周围1.6公里
范围划为紧急情况区，在网上发布警
告：“这艘船起火，正在释放有毒气
体。”海岸警卫队尚未收到人员伤亡
报告，正在评估事件对环境和生态的
影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沿海一货轮起火 产生有毒气体

10月23日，在英国伦敦，人们戴着口罩出行。
英国卫生安全局22日说，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亚型变异株

AY.4.2近几个月来在英国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已被该局认定为“正在调
查的变异毒株”，并正式命名为VUI-21OCT-01。初步证据表明，与原有的
德尔塔毒株相比，在英国感染该亚型的病例增长率可能更高。 新华社发

英国正调查德尔塔毒株的一种新亚型
电价电价1111月或比年初上涨月或比年初上涨1313%%

日本冬天电价高企将影响居民生活日本冬天电价高企将影响居民生活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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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接近驱逐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23日说，他已指示外交部长宣布10国驻土耳其大使
为“不受欢迎的人”。土耳其外交部尚未宣布这10个西方国家大使“不受欢迎”。媒体评述，一
旦驱逐大使，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将严重恶化。也有外交人士认为，眼下紧张局势有可能缓解。

1010月月2323日日，，埃尔多安在下令西方埃尔多安在下令西方1010国驻土大使国驻土大使
为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受欢迎的人””时向支持者挥手时向支持者挥手。。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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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所涉贪腐案
持续发酵，检方24日再次传唤涉案
关键人物。按韩国媒体说法，这起案
件因关联总统选举，已成为韩国近期
最热门话题之一。

检方和警方怀疑，位于首尔以南
的京畿道城南市2015年的一个地产
开发项目涉及贪腐，投资者可能通过
贿赂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有影响力
的人物拿下这一项目，进而获取巨额

利润。李在明当时担任城南市市长。
检方怀疑，金万培与负责这一项

目的前城南城市开发公社企划本部
长刘东圭（音译）共谋，通过这一项目
获利，使城南市支付高达1100亿韩
元（约合9200万美元）资金。

刘东圭据信是李在明的助手，已
因受贿罪被起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
量党指认李在明是这一项目背后“主
谋”，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并敦促他退出
总统选举。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韩总统候选人所涉贪腐案发酵 或影响选举

哥伦比亚政府23日宣布，其头
号通缉毒枭代罗·安东尼奥·乌苏加
落网。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在当
天宣布这一消息时说，这是本世纪对
哥伦比亚贩毒势力的最大打击。

乌苏加现年50岁，别名“奥托涅
尔”，是哥伦比亚最大贩毒组织“海湾
家族”首领。据路透社报道，收到美
国和英国提供的情报后，哥伦比亚发
起“冥王行动”，出动特种部队成员在
内的500多名士兵、22架直升机，在
西北部安蒂奥基亚省丛林中抓获奥

托涅尔。他的藏身之处据说有8层
“警戒保护”。

哥伦比亚警方说，由于不少手下
已经被捕，奥托涅尔不得不藏身丛林
中，而且没法用电话。

奥托涅尔常年名列哥伦比亚政
府和美国政府头号通缉犯名单。哥
伦比亚政府悬赏 30 亿比索（约合
500万元人民币）奖金捉拿奥托涅
尔。美国政府2009年悬赏500万美
元抓他。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哥伦比亚头号毒枭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