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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哈媒体报道，上千人5日下午
闯入哈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市政府大
楼，暴力纵火并破坏公共财产。他们
还冲击了当地检察院、哈萨克斯坦国
家电视台办公楼、哈执政党“祖国之
光”党地方办公室等。

记者所在的努尔苏丹市5日17
时至24时互联网服务完全中断，社交
媒体、即时通讯、网页网站等全部无法
访问。

托卡耶夫当天表示，部分地方的
骚乱参加者正在占领大型基础设

施，他们在阿拉木图甚至占领了当
地机场。

阿拉木图市警察局局长哈纳特·
泰梅尔杰诺夫对哈通社说，骚乱造成
逾120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等各
类车辆被焚毁，300余家商铺、饭店和
办公室被打砸。据哈内务部消息，截
至5日夜间，哈国内骚乱已导致8名
执法人员丧生、317名警察和国民近
卫军官兵受伤。

据阿拉木图市管委会消息，哈护
法机构已开始在当地开展旨在恢复秩

序的“反恐行动”，管委会呼吁居民保
持冷静并协助护法机构恢复秩序和社
会稳定。

据哈总统府网站消息，托卡耶夫
5日在发表暴力骚乱以来的第二次电
视讲话时宣布，自当天起他本人担任
哈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将对非法集会
活动采取强硬措施。托卡耶夫随后签
署总统令，宣布自1月5日至19日在
全国范围实施紧急状态。

托卡耶夫在6日凌晨举行的安全
会议上说，骚乱参加者在境外接受过

严格训练，哈政府已向集安组织寻求
帮助。他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哈政府
将继续保障本国民众和在哈外国人的
权利，并保护在哈外国公司和企业。

集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轮值
主席、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日在
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收到托卡耶
夫的求助后，考虑到当前局势对哈国
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的威胁，集安组织
集体安全理事会决定在哈萨克斯坦
短期部署维和部队，以确保当地局势
稳定。

新年伊始，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
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多地
民众集会抗议。托卡耶夫5日签署
总统令，接受政府辞职，并主持召开
社会经济形势会议，通过多项稳定物
价的措施。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5日发
布消息，提醒在哈中国公民遵守驻在
国法律规定，增强防范意识，减少不必
要外出，做好安全防护。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6日电 记者
张继业）

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
骚乱5日仍在继续，多地出
现骚乱者冲击政府机构的
情况。哈总统托卡耶夫当
日签署总统令，宣布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集安组织）6日
说，应托卡耶夫请求，集安
组织决定在哈短期部署维
和部队。

多地骚乱者冲击政府机构，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宣布

哈萨克斯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集安组织决定向哈派遣维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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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骚乱一周年 美国政治对立加剧

一年前的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
冲击，破碎的“美式民主”幻象震惊世界。一
年过去，美国政治伤口远未愈合。

一年来，由民主党人掌控的针对骚乱事
件的调查进程频频受挫，凸显民主、共和两党
尖锐对立。美国媒体及学界对骚乱事件暴露
出的美国社会问题和制度缺陷口诛笔伐，民
众对美国政治环境恶化深感失望和无奈，美
国深陷对立与撕裂深渊。随着今年11月美
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党派缠斗料将加剧。

2021年1月6日，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
在华盛顿国会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以阻
止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新当选总统。
骚乱事件导致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
死亡、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

半年后，民主党人在国会众议院主导成
立“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但9
名成员无一人由共和党人提名。拒绝少数党
提名的委员会人选，这在美国政治史上前所
未有。如此“一边倒”的成员构成招致共和党
人强烈抨击，认为该委员会及其调查具有强
烈的党派偏见。

截至目前，特别委员会已发出超过50张
传票，听取了逾300名证人证词，获取了约
3.5万页档案文件和数以百计的电话记录。
然而，调查中的若干重要证人受前总统特朗
普指使，拒绝或中断配合调查，妨碍委员会获
得更详细且关键的证据。比如，特朗普政府
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
斯因违抗传票被众议院认定“藐视国会”并交
由司法部起诉。

迄今为止，围绕国会山骚乱，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态度泾渭分明。民调显示，两党支
持者对骚乱事件的态度也呈现不小分歧。《华
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最近联合民调显示，
78%的民主党人认为抗议者是暴力的，仅有
26%的共和党人认同这一点。

调查受阻

朝鲜成功试射一枚
高超音速导弹

新华社平壤1月6日电（记者江亚平）据朝
中社6日报道，朝鲜5日成功试射了一枚高超音
速导弹。

报道说，这枚由朝鲜国防科学院新研发的导
弹飞行700公里，成功击中既定目标，并确认了寒
冷气候下该导弹安瓿化导弹燃料系统的可靠性。

报道还说，连续成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在加
快国家战略武装力量的现代化方面具有战略意义”。

这是朝鲜继去年9月28日成功试射一枚“火
星-8”型高超音速导弹后，第二次试射高超音速
导弹。

另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发布的消息，朝
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不明发射体。

日本防卫省5日宣布，朝鲜当天发射疑似弹
道导弹的物体。一名日本政府官员对媒体说，该
物体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

1月5日，人们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公寓
楼火灾现场围观。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栋三层公寓楼5日
清晨发生火灾，造成1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
原因正在调查中。 新华社/美联

美国费城一公寓楼发生火灾
13死2伤

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或提前加息
并启动“缩表”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记者许缘 高
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5日公布的2021年1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在美国经济走强和通
货膨胀水平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美联储可能提
前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并在此后启动资产负债表
缩减进程。

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指出，考虑到
美国经济、劳动力市场和通胀形势，在新冠疫情初
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已不再合理，比预期更
早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可能是有必要的”。几乎
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在首次加息后的某个时间
点启动“缩表”进程“可能是合适的”。一些与会官
员支持在开始加息后“相对很快”开始“缩表”。

会议纪要显示，美国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已经
引发美联储官员的高度警惕和担忧。美联储官员
普遍认为，物价持续上涨增加了通胀恶化的风险，
而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可能会加剧
这一风险。同时，住房成本和租金不断上涨、更广
泛的工资增长和更长期的全球供应瓶颈都可能改
变通胀前景。一些与会官员指出，未来美联储有
理由采取“较不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虽没有明确表示何时
加息，但释放了可能提前加息的信号。芝加哥商
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
将最早于今年3月首次加息，6月或7月启动第二
次加息，并在11月或12月完成第三次加息。

这是2021年1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外拍摄的
美国国民警卫队士兵。 新华社发

国会山骚乱事件凸显美国“撕裂病”无解
的不争事实。尽管已经过去一年，但受这一
事件影响，不少美国民众对2022年中期选举
乃至2024年总统选举前景表示担忧，甚至对
美国选举制度和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山巅之
城”在根基上出现裂缝。

美国民调机构舍恩·库珀曼研究公司去年
12月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
度存在灭亡危险，其中18岁至29岁受访者的
担忧情绪最为强烈。同时，31%的受访者对中
期选举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不抱信心。

该民调发起人道格拉斯·舍恩和卡莉·库
珀曼指出，美国正处于民主的十字路口。如
果极左、极右群体仍然拒绝相互妥协，美国将
继续在“不同政见者相互仇视、攻击和妖魔
化”的分裂道路上前行，政府运作或将因党争
陷入瘫痪。

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卡根去年在《华盛
顿邮报》撰文指出，美国正陷入内战以来最严
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未来三至四年内，很有
可能出现大规模暴力、联邦权威瓦解、国家分
裂为红蓝阵营的局面。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3日刊
文说，在国会山骚乱一年后的坏消息是，我们
国家的分裂依然存在，我们在国内实现和解和
在国外恢复声誉方面还有着艰巨的工作要做。

（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 记者邓仙来）

影响深远

近年来，美国党派斗争日趋尖锐，导致民
众对立情绪愈加激烈，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
着美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分裂达到新高。一年
后，这种极化与撕裂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走向
更危险的态势，无处不在的“否决政治”甚至
让国家运行陷入困境。

一年来，由民主党人提出的警务改革、选
举法改革、控枪措施、经济支出计划等关键法
案都很难得到共和党人支持。这些法案虽能
在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以几乎按党派划线的
投票结果“涉险”通过，但在两党各有50席的
参议院却难以取得突破，往往陷入僵局。

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国会立法僵局主要
源于两党议员的意识形态差异或来自外部特
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如今却是基于盲目
的党派对立，这对立法程序造成更大威胁。

两党在国会山上的激烈对抗也影响了民
众对政治议程的看法，加剧民意对立。比如
大量民主党选民认为，共和党“沦为”被特朗
普支配的政党；而不少共和党选民觉得，拜登
政府不遗余力攻击共和党，加深了他们对民
主党的反感。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罗伯特·塔利
斯3日撰文指出，政客间的分歧不断升级加
深了不同党派民众之间的隔阂，产生“群体
分化”，进而导致持不同政见者之间难以相互
妥协。

对立加剧

广告·热线：66810888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
人须与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
违约责任。（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
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属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投
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
标。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前，不得以转让、出租
等任何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该宗地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装配率
不低于50%。2.竞得人须严格按照《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陵河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江东路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二期建设方案》和《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江东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期建筑方案设计文本》（上述材料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咨询获取，联系人：林宏圣，联系电话：15103607658）进行开发
建设。3.回迁安置房采用全装修方式交房，装修标准为平均单价不低
于850元/平方米，按照《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江东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期建筑安装、装修、环境建设相关要求》执行，竞得人未按照建筑
安装、装修、环境建设相关要求建设的，由县住建局监督整改到位。园
林及外围工程（建筑基底以外部分）平均单价不低于650元/平方米。
4.购买人实际购买回迁安置房住宅面积超过可购买面积10平方米以
上至20平方米（含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按照回购价格的1.2倍计
算；实际购买回迁安置房住宅面积超出可购买面积20平方米以上的
部分，按照回购价格的1.5倍计算，具体按县政府提供的购买条件执

行。住宅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6120元（具体以征地拆迁安置约定的
协议为准）；首层商业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12500元，二、三层商业销
售价格为每平方米6120元。回迁安置房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
县政府或县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单位）按以上限定价格统一回购，土
地竞得人须按要求配合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手续。办理不动产权证
所需的相关税费由土地竞得人承担。该宗地应当配建建筑面积不小
于3150平方米的6班幼儿园1处、物业用房1590平方米、便利店900
平方米。土地竞得人应当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
配套设施、建设完工综合备案后，幼儿园及其建筑基底使用的土地连
同回迁安置房配套建设的停车场、物业用房，便利店等公共基础设施
配套及其建筑基底使用的土地一并无偿移交县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
并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书。5.土地竞得人应自签订《土地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15日内与县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单位）签署相关的回购
及支付条款，回购的总价款在房屋竣工通过验收后一次性支付，并在
回购条款签署之日起10日内向县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单位）提交金
额为回购总价款10%的建设销售履约保函或履约保证金（以100万元
为单位取整，四舍五入计算），作为按时按要求建设、销售并办理不动
产登记等手续的履约担保。土地竞得人逾期不与县政府指定的相关
部门（单位）签署相关的回购及支付条款或未按时提交建设销售履约
保函或履约保证金的，解除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已缴交的土地竞买保证金不予返还。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

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1.失信的被执行人；2.有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3.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4.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
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非法
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
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
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
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
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
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
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
买申请时间：2022年1月7日09时00分至2022年2月9日12时00
分。（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
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
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
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
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
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2年2月9日12时00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
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
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竞买
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
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
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月27日
09时00分至2022年2月9日12时00分。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
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
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
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
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月27日09时
00分至2022年2月11日15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
日09：00至12：00及15：0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陵水黎族
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
室。（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
产资源交易厅（203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次挂牌出让采取“限房价、竞地价”
方式公开出让。当竞买人持续竞价达到最高报价时（本次出让活动最
高报价为每平方米4495元），则现场转入以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按

照摇号规则，摇号中签者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但仅有一位竞买
人愿意参与现场摇号，其余竞买人选择放弃时，则申请摇号的竞买人
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

七、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
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
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序运
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流程、
方法。由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买人持
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及证书
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户手
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实
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的行
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
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
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
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
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或
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五）竞买人
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撤回。竞买人未
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竞价，且不影响成
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系人：麦女士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

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7日

陵自然资告字〔2021〕22号

地块
名称

2022-01号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

宗地
坐落

椰林镇

总面积
(平方米)

56865

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混合比例
（%）

100

面积
(平方米)

56865

使用年限
（年）

70

规划用地
性质

二类居住
用地

容积率

≤3.1

建筑密度
（%）

≤30

绿地率

（%）

≥35

建筑限高

（米）

≤45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8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813

（二）宗地净地情况：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01号宗地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该地块为已收储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
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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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2022-01号

其他准入条件：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38380.5万元人民币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回迁安置房项目

投资强度（万元/亩）

≥45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