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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8人宣布参选，或将增至10余人

英国保守党加速选出新党首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去执政党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后，保守党正加速选

出继任者。截至9日，共有8名保守党要员宣布加入选战。

继英国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
克、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
图根达特等4人确认竞选，英国交通
大臣格兰特·沙普斯、新任财政大臣
纳齐姆·扎哈维、前外交大臣杰里
米·亨特和前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
德9日宣布加入角逐。

综合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英国
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等更多
保守党要员预期加入选战，竞选人
名单或将增至10余人。

英国近期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
涨，汽油价格破纪录，民众生活成本

不断增加。在通货膨胀高企背景
下，多名竞选人都作出减税承诺。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亨
特和贾维德在宣布参选的演说中
均承诺将企业税从 25%削减至
15%。贾维德还承诺减税或变更
税种，包括回调近期上调的国民保
险税率。

沙普斯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
记者，如果他竞选成功，将排除议会
选举的可能。他将在上任100天内
推出紧急预算案，为最弱势群体减
税并为高能耗企业提供支持。

天空新闻频道援引扎哈维的话
报道，扎哈维承诺为所有英国人提
供机会，他的“简单目标”是稳定局
面、稳定经济。

苏纳克5日辞去财政大臣职务，
触发约翰逊政府“离职潮”。约翰逊
当天宣布扎哈维接任财政大臣。

多名保守党要员宣布参选之
际，国防大臣本·华莱士9日说，经

“认真考虑”并与同事和家人讨论
后，他确定不加入选战。他说：“作
出这个决定不容易，我将聚焦我目
前的工作，确保国家稳定。”

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
员团体“1922委员会”定于下
周确定选出新党首的具体规
则和时间表。许多议员正推
动这一进程“加速”。

保守党选出新党首大
致分为两个阶段：保守党议
员首先投票锁定两名竞选
人，随后由所有保守党党员
投票，胜出者出任新党首及
英国新一任首相。

依据2019年数据，保守
党有超过16万名党员。

“1922 委员会”财务主
管杰弗里·克利夫顿-布朗
说：“我认为，我们将在7月
20 日议会休会前确定一个
程序，事实上提名两名候选
人……我们在 10 月举行党
代表大会之前应该有答案，
或许更早。”

“1922 委员会”由保守
党议会下院普通议员组成，
在决定党首及首相人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科伦坡7月9日电（记者车
宏亮）斯里兰卡议长办公室9日晚证实，
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已告知议
长阿贝瓦德纳，他将于本月13日辞职。

斯里兰卡媒体当晚援引阿贝瓦德
纳的话报道了拉贾帕克萨将于13日
辞职的消息。

斯里兰卡总理办公室当天早些时

候发表声明说，斯总理维克拉马辛哈
愿意辞职，以利于组建各党派参与的
新政府。维克拉马辛哈随后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他将会辞职。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9日爆发抗
议活动。据当地媒体报道，超过30人
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当天下午，维克拉
马辛哈要求举行紧急政党会议，以讨论

当前局势并寻求解决方案。据反对党
议员德席尔瓦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多数
政党领导人要求总统和总理立即辞职，
并尽快组建各党派参与的临时政府。

斯里兰卡总统表示将辞职

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探访解放五周年的摩苏尔老城

在伊拉克第
二大城市摩苏尔
从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手中获得解
放五周年之际，新
华社记者再次探
访摩苏尔老城。
如今，城市面貌有
了不小改善，但残
垣断壁仍随处可
见，民众的生活正
缓慢回归正常。

“生活真的变好了”

周末早上的摩苏尔老城里，著名的阿塔林市场挤满了
为庆祝宰牲节赶来采购的市民。一家不到10平方米的肉
店里，店主阿勒万正和兄弟忙个不停。抬头看到记者，他
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

“生活真的变好了！现在店里的营业额和去年相比至
少翻了一番，每天来往顾客络绎不绝，家里人都得过来帮
忙。”阿勒万兴奋地说。

2019年，因战争破坏废弃多年的阿塔林市场经过修整
后重新营业。阿勒万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市场里的商铺
只有不到四成在营业，而现在几乎所有商铺都已重开，热
闹的生活气息又回来了。

家住摩苏尔东部城区的达尔沙德特意来到西部老城
采购。“五年来摩苏尔人民重建家园，每年都有新的进步，
城市的经济和安全形势有了很大改善。”

除阿塔林外，其他传统市场也基本恢复正常，紧邻阿塔林
市场的萨拉伊市场里近九成店铺重新开张，阿拉伯香料、香甜
的椰枣、新鲜的牛羊肉……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不绝于耳。

老城面貌在恢复

7月的摩苏尔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炎炎烈日下，工
人们正对努里清真寺进行修复施工。5年前，溃败的“伊斯
兰国”武装分子炸毁了这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地标建
筑。2018年伊拉克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阿联酋政
府签订协议，重建努里清真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方工程师奥马尔·塔卡介绍，在
教科文组织“重振摩苏尔精神”倡议支持下，努里清真寺及
其宣礼塔的修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2019年至今，工
人们在现场清除了约5600吨瓦砾和11个爆炸装置。现
在，他们正利用清理废墟时收集的砖块修复宣礼塔，使其尽
可能恢复原貌。修复工作有望在2023年底前完成。

在摩苏尔老城里，正在进行中的基础设施项目随处可
见。在老城北部，工头穆罕默德正指挥工人给马路铺沥
青。摩苏尔市市长阿明·法纳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过去3年，摩苏尔所在的尼尼微省政府制定了约1700个
重建项目，涵盖卫生、水利、电力、排污、公路、桥梁等基础设
施，目前已完成1200多个，剩余项目将在年底前完工。

回家之路仍艰辛

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在长达9个月的解放摩苏尔战役中，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对摩苏尔老城实施无差别轰炸，整个老城沦
为废墟。数据显示，约13.8万栋房屋被毁，在摩苏尔西部，被夷平的房
屋超过5.3万栋。

从底格里斯河畔向摩苏尔西部望去，废墟清理工作远没有结束。
国际移民组织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在伊拉克境内
仍有超过118万民众流离失所，其中来自摩苏尔的人数超过24.6万。

依靠多方援助，市民菲拉斯·哈立德终于完成自家房屋重建，然而
生活并无多大改善，所在街区仍到处是断壁残垣。哈立德的女儿在战
火中不幸受伤残疾，不久前还患上了糖尿病，全家生活雪上加霜。他无
奈地告诉记者，由于一直没找到工作，一家人只能靠援助生活。

渔民莱斯·纳吉姆抱怨道，5年来他所在街区没有一点改善，政府总
以预算不够为由敷衍。

在摩苏尔，随处可见在危房中恢复营业的商铺。苏莱曼的餐厅位于摩苏
尔老城以西一栋曾遭轰炸的危房里，二层损毁严重的屋顶随时有可能坍塌。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完好的楼房里经营餐厅。”苏莱曼说。
（新华社巴格达7月10日电 记者董亚雷 凡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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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的阿塔林市场采购。 新华社发工人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参与努里清真寺的修复施工。 新华社发

日本第26届参议院
选举开始投票

新华社东京7月10日电（记者郭丹）日本第
26届参议院选举10日迎来投票日，共有545名候
选人参与争夺125个改选议席。

当天，设在全国的4.6万个投票点开始接受
投票。当日晚间将进行实时开票，次日清晨公布
最后计票结果。

日本参议院选举每3年举行一次，每次改
选一半议席。根据2018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公
职选举法》修正案，日本参议院的额定议席总数
将通过两次选举增设6个，即从原来的242个
增至248个。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已经增加3
个，此次再增加3个至 248个。加上非改选选
区中有1个席位空缺，因此共有125个议席参
与本次改选。

由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此
次选举的胜负线定为“争取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中
的议席数过半”，由于两党的非改选议席已经有
70个，因此仅需争取55个议席即可。

此次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能否超过三分
之二议席，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目前，日本自民
党、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及打着“加宪”旗号的公明
党均被视为修宪势力。根据日本宪法，众参两院
中的修宪势力若均超过三分之二议席，即可发起
修宪动议，众议院已经实现这个目标。此次参议
院选举，这四个党派仅需争取82个议席即可达到
三分之二的目标。

使用先进离心机

伊朗铀浓缩技术取得进展
新华社德黑兰7月10日电 （记者高文成）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10日说，伊
朗已在福尔多核设施使用IR-6型离心机进行铀
浓缩活动，并已在至少两周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通报。

卡迈勒万迪说，伊朗9日在福尔多核设施利
用IR-6型离心机生产出丰度为20%的浓缩铀。
组装并使用1000台IR-6型离心机组成6个级联
是在履行伊朗原子能组织的“法律职责”。

国际原子能机构9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
已在福尔多核设施使用先进的IR-6型离心机进
行铀浓缩活动，这些离心机可以更容易地在不同
浓缩水平之间切换。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
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浓缩铀丰度不得
超过3.67%，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 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
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伊朗此前已宣
布生产出丰度为60%的浓缩铀，远超伊核协议
规定的3.67%丰度，也超过达成协议前生产出
的最高丰度20%。卡迈勒万迪曾表示，伊朗生
产丰度为60%的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各种放射
性药物。

7月9日，在意大利罗马东部的琴托切莱考
古公园附近，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

新华社/美联

意大利罗马东部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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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海南国湘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

“我司”）参与合作开发的位于海口
市龙昆南路与凤翔路交汇处（凤翔
路路北）的“宝庆花园小区”中A、
B、C、D、E、F栋房产的产权权属尚
未界定，我司郑重提示海南九丰创

典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合
作伙伴、有意购房的市民朋友，在
前述房产产权权属确定前停止一
切销售及购买活动，否则，由此造
成相关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本
公司不予认可。特此公告。

海南国湘房地产开发公司

减资公告
海南省华兴泰跃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241386128）经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壹亿元人民币减少至五
仟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典 当

公 告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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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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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
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临高县境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竞买：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
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地拟作为建筑废弃物处理及再生利用产业使用，出

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生产配套满足规划要求，厂房风貌满足
规划要求。

（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
临高县工业和信息服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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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管理土
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四）土地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年度产
值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达产时间为土地
交付后4年内。

四、本次挂牌出让按照不低于底价且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2年7月12日至2022年8月8日到临高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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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8
月8日17:00（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2年8月8日17:30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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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挂牌时间为2022年7月29
日8:30至2022年8月10日11:00。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907558791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1日

临自然资告字〔2022〕13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金牌港JP2022-
02号地块

土地位置

临高县金牌港
开发区

土地面积（m2）

45758.9

用地规划
性质

工业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8≤R≤2.0

建筑
系数

≥4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36m

起始价
（万元）

148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80

废旧PS版处置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

大约35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

标。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7月22日止。

地 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印刷厂五楼。联

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周先生

13807695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