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22年11月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黄如祥A11 综合

■■■■■ ■■■■■ ■■■■■

观 天下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海口市金沙湾片区1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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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和宗地净地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金沙湾片区XY0103017地

块，土地面积70060.99平方米（合105.09亩）。该宗地土地用途为城
镇住宅用地，土地出让年限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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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二）主要规划指标。
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

30%，建筑限高≤60米，绿地率≥35%。其他要求详见海资规编审
〔2022〕426号及控规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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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98620.65万元人民币，
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
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59172.39万元
人民币，竞买人可以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土地竞买保证金。

三、开发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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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
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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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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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用地按现状出让。
（四）该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具体指标按照海南省政府

相关装配式建筑政策要求执行。本宗土地上建设的住宅房屋，执行
现房销售政策。

（五）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该
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
地，拟设定该宗地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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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
时需与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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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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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该宗地需配建1处社区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300平方
米；1处文化活动站，建筑面积不小于300平方米；1处社区卫生服务
站，建筑面积不小于300平方米；1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
积不小于500平方米；1处社区商业网点，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平方
米；1处非机动车停车场；1处机动车停车场，停车位按1个/100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计算。上述配建内容除社区商业网点、非机动车停
车场与机动车停车场外，土地竞得人均需无偿移交辖区政府。

（七）本次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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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动工，动工后24个月内完成项目建
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前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
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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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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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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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竞买申请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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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
2.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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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
建设行为人。

4.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
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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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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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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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 11月1日9:00至2022年12 月 5日

16: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
（四）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 12月 5日16:00。
（五）资格确认。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1月25日9:00至2022年 12月7日

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1月25日9:00至2022年 12月7日

16: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8:30至11:30及14:30至
17:00。

（二）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招拍挂部。
六、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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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风险
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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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潘先生 李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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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

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日

网挂〔2022〕066号

巴西舆论认为，未来的卢拉政府将
是一个以民生为中心、务实温和的左翼
政府。卢拉提出的新一届政府的主要目
标，是团结大多数党派和民众重塑巴西。

本次总统选举得票率几乎“对半
开”，暴露出近年来巴西的政治极化和民
意分裂。巴西社会各界担忧，潜在的政
治和社会动荡或将在未来较长时期持续
困扰该国。针对这一情况，卢拉主张建
立广泛联盟以团结“深度分裂”的国家。

民生上，卢拉秉持向中下阶层倾斜
的政策取向，注重保障人民温饱、健康、
教育和就业权利，重视社会公共事务，
致力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平

等化。
经济上，卢拉认为当务之急是缓解

通货膨胀，改善营商环境，尽快实现经济
复苏。同时，他高度重视“再工业化”，希
望巴西实现向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转
型。有分析指出，虽然卢拉在竞选过程
中多次抨击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但在
实际执政过程中，卢拉对新自由主义经
济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市场竞争较为包
容，体现出务实、灵活的态度。

外交上，卢拉或将改变博索纳罗政
府带有保守色彩的对外政策倾向，推动
加强拉美地区合作机制，深化与金砖国
家合作，推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为

高度外向型的巴西经济营造一个稳定良
好的外部环境。

卢拉曾多次访华，目睹了中国日新
月异的发展，关注到中国在科教兴国、脱
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
就，经常公开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
力。近年来，劳工党保持了与中国共产
党的党际交往，多名劳工党领导人访问
中国。卢拉近期表示，希望能够再次访
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奥
秘。这些友好姿态也让未来的中巴关系
值得期待。

（新华社巴西利亚10月31日电 记
者卞卓丹）

国际观察

卢拉归来卢拉归来：：将如何重塑巴西将如何重塑巴西？？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
票30日傍晚结束。巴西高
等选举法院随后公布的计票
结果显示，劳工党候选人、前
总统卢拉以微弱优势险胜自
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
纳罗，当选下一任总统。当
晚他在胜选讲话中表示，巴
西社会各派应该放下对彼此
的敌意，重新携手开始巴西
经济、社会和制度建设。按
照日程，卢拉将于2023年1
月1日宣誓就职。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代
表左翼势力的卢拉胜选，意
味着巴西新政府将在经济和
社会政策上向中下阶层倾
斜，外交上也将改变博索纳
罗执政时期的保守主义色
彩。尽管巴西眼下出现政治
极化和民意分裂现象，但“卢
拉归来”让不少巴西民众对
国家发展和自身命运多了一
份憧憬和梦想。

本届巴西大选角逐空前激烈。卢拉
和博索纳罗以前两位得票率从大选首轮
投票中晋级后，前者对后者的领先优势
呈现缩小之势。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
的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卢拉得票率为
50.9%，博索纳罗为49.1%。不到两个百
分点的差距创下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的
史上最接近纪录。

巴西媒体和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
博索纳罗任上积累了不少治理问题，而
卢拉的竞选主张切中时弊，这是卢拉最
终胜选的重要原因。

自2019年1月上台执政以来，博索

纳罗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政绩乏善可陈。
巴西新冠疫情一度失控，死亡病例数高
居全球第二；2021年通胀率达10.06%，
创造6年来最高年增幅；2020年平均失
业率达13.5%，为2012年以来最高；社会
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大选年暴力事件频
发。虽然近期巴西经济开始呈现向好态
势，但这一利好显然来得太晚。

上述问题在巴西社会积累了不少不
满情绪，客观上有利于站在政府对立面
的左翼阵营。代表左翼的卢拉有丰富的
从政经历和国家治理经验，在竞选纲领
中“对症下药”，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主张，赢得了巴西社会特别是中下层民
众广泛认可，中下阶层成为卢拉赢得大
选的基本盘。

此外，博索纳罗在外交上被批未能
搞好与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陷入“外交
孤立”，而卢拉任总统时外交表现成熟，
在国际上多受认可，较博索纳罗优势明
显。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周志伟说，卢拉仍是巴西在国际层面影
响力最大的政治家。大选结果刚一揭
晓，卢拉就收到了美国总统拜登和众多
拉美国家元首的贺信。

胜选原因

政策取向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30日公布的
统计结果，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路易
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巴西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战胜自由党候选
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新一任巴西
总统。卢拉将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就
职，任期四年。

卢拉 1945 年 10 月出生于巴西东北
部伯南布哥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
年曾领导工会运动。1980 年 2 月，卢拉

参与创建巴西劳工党。
2002年10月，卢拉作为劳工党总统

候选人在巴西总统选举中获胜，2003年
1 月就任总统，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
工人出身的总统。他执政期间，巴西经
济年均增长4.3%，重返世界经济十强行
列。卢拉还推行“零饥饿”和“家庭补助
金”等民生计划，使巴西贫困人口大幅
减少。2006年10月，卢拉在巴西总统选
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获得连任，2011

年1月卸任。
2014年，巴西司法机关启动了“洗车

行动”大规模反腐调查。卢拉此后受到
调查并被捕入狱。2021 年 3 月，巴西联
邦最高法院裁决，卢拉此前因涉嫌贪腐
所获的所有判决“均无效”。

卢拉曾于2004年、2009年两次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巴西利亚10月31日电 记
者卞卓丹）

新闻人物

巴西当选
总统卢拉

巴西当选总统卢拉（前中）在圣
保罗发表胜选演讲。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月30日电
（记者赵旭）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
座拉索桥30日突然断裂，已造成
132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时有
数百人正在桥上。

印度报业托拉斯援引当地官员
的话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傍
晚6点半左右，目前对落水者的搜
救工作正在进行。据现场目击者讲
述，事发时桥面突然从中间断裂，许

多人落入河中，其中包括不少妇女
和儿童。

报道说，这座拉索桥位于莫比
地区默丘河上，已有大约百年历史，
最近经过修缮，于本月26日重新对
公众开放。事故原因可能是桥面负
荷超出桥梁承载能力。

印度总统穆尔穆和总理莫迪先
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古吉拉特邦
政府承诺为死伤者发放抚慰金。

印度一座桥梁突然断裂已死亡132人

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31 日电
日本东京大学、日本电信电话公司
等机构参与的一个研究团队日前发
布联合公报说，他们利用量子纠缠，
找到了能够自由控制量子光脉冲波
形的方法，这将有助于光量子计算
机等量子技术的开发。

据公报介绍，优秀光源的开发具
有重要意义，激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
科技发展。能以任意脉冲波形输出
激光的任意波形发生器是目前通用

性最高的光源之一，但将这种任意波
形发生器用于量子技术开发则存在
局限性。在光量子计算机、量子网
络、量子测量等量子技术中，需要能
够输出多种量子光的量子光源。

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了
“量子任意波形发生器”的概念，并
利用量子纠缠这种神奇的量子力学
现象，开发出了自由控制量子光脉
冲波形的方法，即量子任意波形发
生器的核心技术。

日本新研究助力光量子计算机开发

欧洲已经入秋，多国气温却居
高不下，大大超出往年均值，引发对
气候异常的担忧。

法新社10月31日援引美国智
库气候总站数据报道，过去12个
月，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10
座欧洲城市中，4座位于西班牙，分
别是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
萨拉戈萨。

当地时间28日上午8时30分，
西班牙北部度假胜地圣塞瓦斯蒂安

气温达到30.3摄氏度。当地政府
已禁止户外烧烤和燃放烟花。

按照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官员鲁
文·德尔坎波的说法，几乎可以肯
定，这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西班牙
最热的10月。

世界气象组织28日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发文说：“难以置信这是
10月底的气温，欧洲大部分地区出
现不寻常的高温。”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十月秋日，欧洲多国温暖异常

10月31日，人们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桥梁断裂现场查看。 新华社/路透

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黑海港口
农产品外运协议后，负责协调和监
督协议执行的联合协调中心10月
30日深夜说，除俄罗斯外的协议其
余三方，即联合国、土耳其和乌克兰
已同意31日依据协议安排16艘船
只进出黑海运粮走廊，包括12艘出
港船和4艘进港船。

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联
合协调中心发表声明，为继续履行黑
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已提议由
土耳其与联合国代表团31日派遣10
个检查小组，对40艘待出港船只做
检查。乌克兰代表团已接受这一检
查方案。俄罗斯代表团已获告知。”

联合国代表30日早些时候召
集俄、乌、土代表在联合协调中心开
会，其间“俄方代表告知，尽管俄方

无限期暂停参与执行协议所涉行
动，俄方将继续就紧迫议题与联合
国及土耳其代表团保持对话”。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一名
俄方消息人士30日透露，其他三方
对船只进出的安排“无需俄方做任
何事”。俄罗斯29日指责乌克兰袭
击参与保障海上粮食走廊安全的俄
船只，并宣布暂停参与执行黑海港
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乌克兰方面回
应，俄试图利用“虚假借口”封锁黑
海粮食走廊。

根据联合协调中心声明，现有
97艘已装载货物的出港船只以及
15艘待进港船只正等候联合协调
中心检查。另有89艘船申请加入
协议，等待获批。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联合国、土、乌推动黑海港口粮食外运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