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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兰巴托12月2日电（记者
阿斯钢 苏力雅）蒙古国奥委会秘书长巴达
尔乌干1日在乌兰巴托表示，以任何方式
抵制奥运会或将体育政治化都是错误的。

巴达尔乌干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世界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必
须首先考虑多年来努力备战的运动员的
利益，将运动员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

认为，以任何方式抵制奥运会并将其政
治化都是错误的。”

“我坚信，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
挑战，世界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将团结一
致，确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巴达尔
乌干说。

据了解，蒙古国已有两名越野滑雪
运动员获得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资格。

蒙古国奥委会官员：
以任何方式抵制奥运会都是错误的

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
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
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渲染所谓“中国
威胁”。在此正告日本一些政客，台湾
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
指。任何人胆敢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
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不容改
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挑战的
现状。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绝
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干预。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在台湾问题上，正告日本政客要谨
言慎行。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积贫
积弱的国家，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侵犯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害中国核心利益，
必将遭到14亿多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

安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反映
出日方总是有一小撮势力沉迷在军国
主义旧梦中不思悔改、野心不死，时至
今日仍妄图染指台湾。近年来，日本防
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日方大力加强西
南岛屿军力，发展网络、太空等新兴作
战力量，远超“专守防卫”需要。在对外
政策上，日方还加大与美国战略捆绑，
肆意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一再对中国
内政指手画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

些势力和政客更是与美方一唱一和，极
力歪曲中方战略意图，渲染“中国威
胁”，妄图染指台湾。日本政客的居心，
明眼人一看便知，无非是想借机生事、
迟滞中国发展，推动日本突破战后束
缚，重走军事扩张老路，同时为少数政
客自身谋取政治私利。

从个人角度看，安倍跳出来在台湾
问题上搞事，无非是想制造话题，博取
眼球，尽管下台了，还想继续保有日本
右翼“旗手”地位，做“无与争锋”的政治

“大佬”。翻开安倍的“执政履历”不难
发现，他如今所言所行与其政治理念一
脉相承。执政之时，他大搞“历史修正主
义”，在右翼道路上一路狂奔。他挑战

“河野谈话”“村山谈话”，为复活军国主
义开路，先后到硫磺岛和缅甸祭拜二战

阵亡的侵略日军，甚至不避嫌坐进了编
号为“731”的战机……美国《华尔街日
报》曾称安倍为亚洲“最危险的人物”。

总之，捞取政治资本，复活军国旧
梦，拉近日美同盟，合伙打压中国……
这就是安倍之流妄言台湾问题的目的
所在。不过，安倍之流想借台生事，是
打错了算盘。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坚如
磐石。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
什么事。日本政客应该以史为鉴，时刻
反省其军国主义对世界带来的灾难，多
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政治互信、有利于
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日本政客若继续
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在台湾问题上说
三道四，必将咎由自取、自吞苦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想借台生事，安倍打错了算盘！

法国卫生部2日报告，过去一
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5万例；接
受重症监护的患者人数为 1886
人。按德尔弗雷西的说法，重症患
者人数尚未达到峰值。去年秋季，
法国遭遇第二波疫情期间，重症患
者人数一度维持在6000至7000
人高位。

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构成的
新威胁，法国正收紧入境政策，同
时推进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
阿塔尔说，从非洲南部国家飞往法
国的航班将暂停至3日。这些航
班4日起将恢复运营，但仅限主要

居住地为法国的乘客登机。
现阶段，大约76%的法国人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法国政府上
周宣布，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范围
扩大至18岁以上人群，前两剂疫
苗和加强针的接种时间间隔从6
个月缩短至5个月。

在法国，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是
获得“健康通行证”的条件之一。
今年7月起，12岁以上法国人进
入超过50人的文化或娱乐场所时
必须持健康通行证；随后，健康通
行证适用范围扩大到餐厅、咖啡馆
和购物中心等场所。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收紧入境政策 推进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

美国发现首例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据新华社洛杉矶12月1日电（记
者高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
日宣布，确认发现本国首例变异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疾控中心在新闻公报中说，
1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11月22日
从南非返回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其
症状轻微且在改善。这名感染者正自
我隔离，迄今其密接人员的新冠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旧金山卫生官员证实
该当事人29日被检测为新冠阳性，曾
接种过两剂莫德纳疫苗，但未打疫苗
加强针。

加州州长纽瑟姆1日表示，该州
的病毒检测和监控体系帮助发现了奥
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美国其他州可
能已有奥密克戎毒株存在。

“奥密克戎”首现法国本土
下月恐成“主流”

法国卫生部门2日通报，法国本土发现首例新
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政府新冠疫情
顾问警告，虽然眼下法国新增病例大多感染的是德
尔塔毒株，但奥密克戎毒株预计将在明年1月底前
成为“主流”。

巴黎大区卫生部门2日发表
声明说，首都巴黎附近发现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感染者从尼日利
亚回国。这是法国发现的第二例
感染这一毒株的病例。

11月30日，法国海外属地留
尼汪岛报告该国首例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患者曾前往莫桑比
克并在南非作中途停留。

法国现阶段正经历第五波新
冠疫情。按政府说法，这一波疫
情比先前“更猛烈且更持久”，但
法国不会采取封城、宵禁或限制
出行等措施。

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
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
弗雷西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
采访时说，法国现阶段的“真正敌
人”仍是德尔塔毒株，遏制疫情蔓
延的“关键武器”是保持社交距离
和接种加强针。

德尔弗雷西认为，如果防疫措
施得当，德尔塔毒株蔓延得到控
制，法国人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但
考虑到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风险正
在增大，这一新毒株可能取代德尔
塔毒株，在明年1月底前成为在法
国传播的主流毒株。

法国现阶段正经历第五波新冠疫情

12月1日，在德国德累斯顿的机场，身穿
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将新冠重症患者送上飞机。

德国近期新冠疫情趋紧，12月1日报
告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46例，创9个月以
来新高。数据显示，德国过去一天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67186例；新增死亡病例446
例，创2月18日以来新高，迄今累计病亡
101790人。 新华社/法新

12月1日，一名女子在尼日利亚阿布
贾接种新冠疫苗。

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12月1日表示，
尼检测机构日前从3名入境旅客提供的检
测样本中发现奥密克戎毒株，这是尼日利亚
首次报告该毒株的感染者。 新华社/美联

尼日利亚首次报告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德国新冠疫情趋紧

12月1日，人们在美国密歇根州牛津高中悼念枪击事件遇难者。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芝加哥12月1日电（记者
徐静）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郡检察官1日
起诉在底特律市附近牛津高中开枪造成
4人死亡、7人受伤的15岁嫌疑人伊森·
克伦布利。

克伦布利被控4项一级谋杀罪、1项

恐怖主义致死罪、7项蓄意谋杀攻击罪以
及11项持械重罪。

事发学校监控视频显示，11月30日
午间克伦布利持枪“有条不紊、从容地”
走过学校大楼走廊，并对准学生开枪。
警方从现场发现了至少30枚子弹弹壳。

美国密歇根州校园枪击事件15岁嫌疑人被起诉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1日签署总统令，接受上任一年多的
财政部长卢特菲·埃尔万所提辞呈，并任
命新财长。

埃尔万曾任副总理，在财长任内经
历危机。今年以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
大幅上升，里拉对美元汇率1日再次刷
新历史最低点。

埃尔多安任命副财长努尔丁·内巴蒂
接任财长。这是土耳其一年多以来第二
次更换财长。

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汇率连探新
低，已贬值约 47%，其中 11月贬值约
30%，本月1日更是跌至13.71比1的历
史最低点。目前，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接
近20%。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里拉汇率创新低 土耳其财长换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张莹）为了延续生命，地球生物进化出自
我复制、出芽生殖、有性生殖等繁殖方
式。美国科研团队日前报告其制成一种
微型生物体，它能进行新式自我复制。

美国佛蒙特大学、塔夫茨大学和哈
佛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此前通过超级计
算机设计且利用青蛙胚胎干细胞，制作
出上述微型生物体，并将其称为“活体机
器人”。

这项在线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上的研究结果显示，科研人员将大
量这种“活体机器人”与游离胚胎干细胞
一起置于培养皿中，发现造型类似“吃豆
人”的“活体机器人”能在培养皿中移动，

自发寻找游离的胚胎干细胞，并将数百
个干细胞汇聚起来，在“吃豆人”嘴部近
旁组成“婴儿机器人”。几天后，“婴儿机
器人”会变成在外形及移动方式上与“母
体”完全一样的“活体机器人”，这些新生
代能自行游移，寻找游离胚胎干细胞并
继续自我复制。

据研究人员介绍，为提高“母体”繁
殖效率，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程序为

“活体机器人”模拟测试了大量不同体
型，其中包括许多奇怪设计，例如“吃豆
人”造型等。实验结果显示，“吃豆人”造
型的“活体机器人”可以完成多代繁殖。

这项研究同时引发了人们关于科研
伦理的讨论。

美科研团队制成可自我繁殖的微型生物体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1832号文、海
江东局函〔2021〕2131号执行。本次挂牌出让的JDQB-A04-01地
块垂直空间为国家85高程规划标高起算基点至规划限高（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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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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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
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
地、违法建设行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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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1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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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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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9:00
至2022年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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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9:00（北京时间）。挂牌
截止时间：2022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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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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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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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一
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用于建设江东
起步区中央综合服务项目。（四）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五）宗地
固定资产投资要求。项目投入使用时，上述宗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土地出让价款)不低于0.333亿元人民币(项目
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亩)。根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要求，
该宗地固定资产投资要求按规定列入《产业用地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
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用地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产业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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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该宗地块项目建成后，建筑计容面积
自持比例均不得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项
目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销售。（七）采取装配式方式建造，具备按
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和海口市住建局具体要求执行。（八）本次
出让该宗地均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中央活力区，承载着起步区核心商
业服务配套功能，该宗地块空间规划及功能设计须与海口江东新区
CBD起步区中轴线其余地块及地下空间统筹考虑。（九）本次挂牌出
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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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开工，动工后18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自竣工之日起6个月
内投入使用。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
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的土地闲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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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
收取。（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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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6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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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3日

（2021）第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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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新区JDQB-A0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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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区CBD地块JDQB-A04-01，土地总面积为
4431.31平方米（合6.64亩），土地用途为文化设施/零售商业/娱乐混合用地（4:4:2），土地使用年限：文化50年，商业/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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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控规成果，海口市江东新区JDQB-A04-01地块用地的规划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编号

JDQB-A04-01

用地面积（m2）

4431.31（6.64亩）

用地性质

文化/商业/娱乐混合用地（4:4:2）

各项技术指标

容积率(≤)
2.0

建筑高度（≤M）

30

建筑密度（≤%）
55

绿地率（≥%）
15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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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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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地为物流项目用地，属海南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中的现代物流
业。（二）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18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180
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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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开发
建设期限：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00天内动工，自动工之日起540天内竣工，竣工之日视为投产，自投
产之日起360天内达产。竞得人未按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动工及竣工
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
若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进行开发建
设的，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申请延期。否则县政府将根据《闲置土地
处置办法》《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
法进行处置。（四）该宗地建设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竞买人须提
供近三年（2018年-2020年）每年纳税额5000万元以上的凭证。具
有下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定安县范围有拖
欠土地出让金行为，且未及时改正的；2.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
造成闲置土地，且未及时纠正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
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
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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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18
办公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
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期限：2021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29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
到账为准）。（四）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21年12月29日16:00前
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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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在2021年12
月29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
始时间：2021年12月25日08:00。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1月5日
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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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四、其他事项：（一）竞得人须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同时与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准入协议报县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登记。（二）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三）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税费，竞得
人须按照规定到县税务部门缴纳契税、印花税等税费。（四）竞得人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挂
牌出让的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
告为准。（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五、咨询方
式：咨询电话：杨先生：0898-65303602；王先生：0898-63822430
13907558791；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3日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1〕0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挂牌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定富路西侧的一宗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定城镇CR2021-08

土地位置
定安县定城镇定富路西侧

面积(平方米)
36325.48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24米

出让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87

印度首次报告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据新华社新德里12月2日电（记
者赵旭）印度卫生部2日说，在该国卡
纳塔克邦发现两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
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是该国首次报
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古巴生物
医药集团1日宣布，该国研发机构已
着手设计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疫苗。

印度卫生部高级官员拉夫·阿加
瓦尔在2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两
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均为男
性，年龄分别为46岁和66岁，目前没
有出现严重症状。卫生部门已追踪到
这两名感染者的所有接触人员，并正
在进行严密监测。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这名66岁的
感染者是有南非旅行史的外国人，46
岁的感染者是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
尔的一名卫生工作者。出于保护隐私
等考虑，印度卫生部没有透露两名患
者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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