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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大
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18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1月21日17:00（以到账为准），公

司股东若要参加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2022年1月22日17:00。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月21日止，于标

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2年1月22日17:00前到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

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

款）、第202201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三

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为工业
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04）和建
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过户前，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
负责清偿原有债权债务；4.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具有
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5.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
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于三亚市人民政府
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jhgh/202006/
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6.本场拍卖会开通远
程竞价绿色通道，竞买人可通过微信或者电话委托出价，有需要的竞
买人可联系拍卖公司；7.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考网址：http://
www.sanyawanmei.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第20220124期）海口海事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21〕琼72执恢58号

本院在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与
被执行人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款、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过程中，于2021年12月8日以〔2021〕琼72执恢58执行裁
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琼
山市（区）府城镇高登街新桥路房产［不动产权证号：E公00066
号，建筑面积：4246.91平方米，但A栋604房除外］。凡对上述
房产主张所有权、抵押权、承租权及其他权利者，应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则
视为无异议。

海口海事法院
二○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联系人：陈法官，联系电话：0898-66118197；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白龙南路28号，邮编：570203。

公 告
我队在办理黄某辉、钟某金、罗某等人非法经营案中，依法

冻结海南源真劳务有限公司、海口忆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
口毅康建材有限公司、海南波泰建材有限公司、海南晨飞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汕昌贸易有限公司、海南运东利实业有限公司、
普宁市武通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汇鸿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为仁立实业有限公司、张明、韦东弟、钟景民、陈新丽、钟泽
川、刘洪锋、黄少明、钟廷金、梁绍金、青山、陈典鹏、艾鹏飞、黄
旭辉、王文安、龙永伟、罗晶等公司和个人名下银行账户67
个。自公告日起30日内，对没有提交资金来源合法证据的上
述冻结账户资金，我队将根据法院判决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予
以没收。

联系电话：0898-31652420。
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2022年1月12日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12日电（记
者张继业）哈萨克斯坦新一届政府12日
宣誓就职。新任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
表示，新政府将以恢复经济、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为主要任务。

据腾格里新闻网消息，哈新政府首次

会议12日在斯迈洛夫主持下，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形式举行。斯迈洛夫强调，当前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总统托卡耶夫指
令，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维持经济增长势
头，抗击新冠疫情，弥补骚乱造成的损失，
使国家从大规模危机状态中走出。

另据哈通社12日报道，哈萨克斯坦
局势进一步稳定，全国20个机场中的18
个已恢复正常运行，所有火车站均已开
放，国家级公路已不限制通行。所有城
市的公交系统和客运列车已完全恢复正
常。发生严重骚乱的阿拉木图市目前正

在恢复重建中，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仍对
包括武器库和军用机场在内的5处重要
战略设施实施保护。

托卡耶夫11日签署命令，任命阿里
汗·斯迈洛夫为新总理，并宣布一揽子改革
措施，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等多个领域。

哈萨克斯坦新政府宣誓就职
新任总理表示将恢复经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11日说，10日的俄美安全对话
以“公开、直接方式”展开。

佩斯科夫11日说，俄方想要快速
出结果，“没有什么明确的最后期限，没
有人设置最后期限，只有俄方表明立
场。俄方不会满足于这种进程无休止
拖延下去”。

他预期，本周接下来两场会谈或许
有助于局势更加明朗。

俄罗斯12日与北约在布鲁塞尔对
话后，还将于13日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话。

俄罗斯国防部11日证实，大约3000
名军人在俄西南部4个地区参与包括模
拟战斗在内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内德·普赖斯要求俄方叫停演习。

俄方多次强调，有权在境内调动部
队以保卫领土，无意威胁或进攻他国。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北约成员国就与俄罗斯对话协调立场

俄称将迎来双方关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11日协调立场，为次日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举行的与俄罗斯对话做准备。据路透社报道，俄方预期在
会谈中要求北约作出不把乌克兰等国纳入北约等安全承诺。俄方
称，会谈将迎来双方关系的“真相时刻”。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定于12日
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以期缓解双
方因乌克兰问题等紧张的关系。

近期，美国和乌克兰不断渲染俄罗
斯“入侵”乌克兰威胁，俄方则强调局势持
续恶化是因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
间。俄外交部去年12月提交两份涉及美
国等西方国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案，要求
北约不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南高
加索和中亚国家”开展军事活动、不接纳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等。

美国新任常驻北约代表朱莉安·史
密斯说，北约和俄罗斯对话议题大致包
括“降低风险、军备控制以及北约与俄罗
斯沟通的多种形式”。

据路透社报道，北约准备与俄方谈
判增强军事演习的透明度和避免意外冲
突，话题还可能包括就部署在欧洲地区
的导弹做军备控制。

北约外交官说，无法接受俄方去年
12月提出的诸多要求，包括缩减北约活
动规模至上世纪90年代水平以及承诺
不再接纳新成员国。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11日
说，北约与乌克兰的关系仅涉及乌克兰
和30个北约成员国，“不由其他国家说
了算”。

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说法，12日
的对话将是2019年以来，俄罗斯和北约
高级别代表团首次在北约-俄罗斯理事
会框架下在欧洲讨论安全保障议题。

即将出席会谈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
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说，会谈将是双方
关系的“真相时刻”。

近年来，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持续走
低。去年10月，俄方宣布暂停俄驻北约
及北约驻俄相关机构的工作，回应北约
当月初驱逐俄方外交官。

北约：无法接受俄方提出的诸多要求

俄罗斯：想要快速出结果

手术实现了
免疫兼容性的新突破

针对免疫兼容性的研究近年来不
断取得进展。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科学
研究所教授马亚娜·扎茨2019年报告
说，科学家已确认猪体内3个能引起人
体排异反应的基因，用CRISPER/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关闭这些基因，有可能
消除人体免疫系统对猪器官的排异。

有了这些科研进展，本次在美国开
展的移植手术又取得了新突破。

据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介绍，移植
手术中使用的猪已经过基因改造——
其中研究人员将猪体内3个会引起人
类对猪器官产生排异反应的基因“敲
除”；另有1个特定的基因被“敲除”，以
预防移植入人体的猪心脏组织过度成
长。此外，研究人员将6个相关的人类
基因嵌入猪的基因组，以使其器官更易
被人体免疫系统接受。同时，手术团队
还使用了抗排异药物，旨在抑制人体免
疫系统，防止器官排异反应。

在手术医疗团队看来，这次手术如
果最终被认定成功，将给世界上许

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带来生
的希望。马里兰大学异种
器官移植项目负责人穆罕
默德·毛希丁说，如果手
术成功，“今后饱受痛苦
的患者将有数不胜数的
器官供体来源”。

参与手术的巴特
利·格里菲思医生说：
“这是一次突破性的手
术，让我们离解决器官
短缺危机又近了一步。”
（综合新华社专特稿）

世界首例！美国男子接受猪心脏移植手术
人类首次接受猪心移植的背后有哪些科技突破

美国马里兰
大学医学中心10
日发布消息说，
医学专家将经基
因改造的猪的心
脏移植入一名美
国心脏病人体
内 ，属 全 球 首
例。目前患者状
况良好，但仍处
于观察期。医生
将在数周后评估
这次移植是否成
功。人体排异反
应通常是异种器
官移植中的难
题，为何本次猪
心脏移植手术能
取得较大进展？
背后又经历了哪
些科技突破？

接受移植的患者名为戴维·贝内特，现
年57岁，住在马里兰州，手术前数月一直
卧床，靠人工心肺机维持生命，先前被认
为身体状况不适宜接受人类器官移植。
依照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说法，移植猪心
脏是贝内特“目前唯一的选择”。他在手术

前夕说：“我想活下去……这是我迫不得已

的选择。”
据法新社报道，向贝内特提供心脏的猪经

过转基因处理，共涉及10项特定基因编辑。研
究人员敲除了猪染色体上三种可能导致人体对
猪心产生排异的基因，敲除一种可能导致猪心
脏组织过度增殖的基因，另外向猪染色体植入
6种有助于人体接受异种器官的人类基因。

目前全球许多病人因为不同疾病情况需
要等待器官移植，但捐献的人体器官还无法满
足这类需求。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为解决“移植
器官荒”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同时面临异种病
毒传播、免疫兼容性等技术难点。

猪的器官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大小与人
体器官相近，被视为异种器官移植供体最佳动
物之一。但是将猪器官移植到人体还存在两

大医疗风险：猪的基因组携带内源性逆转录病
毒，移植到人体后可能有“毒性”；猪器官可能
在患者体内引发免疫排斥反应。

据报道，这次器官移植手术“首次表明，转
基因动物的心脏可以像人类心脏一样发挥作
用，而不会立即（让人体）产生排异反应”。“接下
来的几天至几周内，患者将受到严密监测，以确
定这次移植是否达到拯救生命的效果。”

1月12日，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举行。图为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
大·格鲁什科（右二）、美副国务卿温迪·舍曼（左一）、俄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
大·福明（右一）、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左二）等。 新华社/法新

这张朝中社1月12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朝鲜国防科学院进行高超音速
导弹试射现场。

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1日再次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观看并指导了这次试射。 新华社/朝中社

朝鲜再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金正恩到场观看

被移植的猪心脏经过转基因处理

异种器官移植或可解决“移植器官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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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在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医
生为移植手术做准备。 新华社/路透

小图：接受猪心脏移植的患者
戴维·贝内特（右）在手术前与医生
合影。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记
者高攀 许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鲍威尔11日表示，美联储或将更多
次加息，并更早、更快地缩减资产负债
表，以应对美国高通胀持续的状况。

鲍威尔表示，美国通胀率目前远
远超过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这表
明美国经济不再需要高度宽松货币政

策的支持，美联储将利用其政策工具
阻止高通胀变得更加顽固。他说，与
上次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时相比，美
国经济状况已完全不同，资产负债表
的规模也更大。

多数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将有三
次加息。高盛集团等华尔街机构日前
预计，美联储今年将有四次加息。

鲍威尔：美联储或将更多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

1月12日，游客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参观大熊猫双胞胎和它们的母亲。
去年6月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诞生的龙凤胎大熊猫“晓晓”和“蕾蕾”于

1月12日至14日公开与游客见面。 新华社发

日本东京：大熊猫双胞胎首次公开亮相

韩国总统选举倒计时不足两个月
之际，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
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
在明所涉丑闻持续发酵，一名涉事者
12日被发现在酒店身亡。至此，与李
在明所涉丑闻相关人员已有3人死亡。

警方12日说，他们当天上午在首
尔西部一家酒店发现名为李炳哲（音
译）的律师死亡。三天前，他的亲人向
警方报案称其失踪。事发现场没有发

现打斗迹象，也没有找到其他犯罪的
证据。共同民主党发表声明说，李在
明与死亡律师李炳哲没有任何关系。

韩国媒体称李炳哲为“吹哨人”。
他最先向一家民间组织提供文件材
料，指认李在明的辩护律师在一起诉
讼案中获得巨额酬劳，包括3亿韩元
（约合160万元人民币）现金和价值20
亿韩元（1069万元人民币）的股票。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文在寅热门“接班人”丑闻发酵 3名涉事者死亡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
勒戈11日说，拟向当地拒绝接种新冠
疫苗者征税，以应对新冠病毒变异株
奥密克戎迅速传播的情况。

据路透社报道，勒戈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所有拒绝接种疫苗的成年人
应该对防疫“有所贡献”，因为他们“给
所有魁北克省人带来财务负担”。

勒戈说，魁北克省仍有十分之一
的成年人一剂疫苗也没接种，这类人
占接受重症监护患者的一半。

勒戈说，政府正在研究相关事宜，
稍后将公布征税细节，征税额不会低
于100加元（约合507元人民币）。不
过，因医学原因不能接种者不在征税
之列。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魁北克省拟向拒绝接种疫苗者征税

1月11日，一架迫降的医疗直升机侧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
美国一架医疗直升机11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迫降，侧翻在当地居

民区的一座教堂外。包括一名2个月大女婴在内的机上4人均幸存，且无致
命重伤。 新华社/美联

美国一医疗直升机在居民区迫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