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新加坡 1 月 14 日电
（记者陈济朋）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
宏 14 日说，参与亚航失事航班搜救行
动的一艘新加坡军舰发现了失事客
机的机身。

黄永宏当天在其社交网站上说：

“刚刚获悉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一艘军
舰已经在爪哇海确定了亚航失事飞
机机身所在的位置。遥控装备拍摄
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部分机翼和机身
上的字样。”

黄永宏说，新加坡方面已通知印

尼搜救组织，开始打捞行动。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发言人迪安塔

14 日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发现的
机身残骸距离机尾残骸约3公里，距飞
行数据记录器发现处约0.8公里。大量
遇难者遗体据信仍在其中。

亚航失事客机机身已找到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其社交网站上传的示意图和新加坡搜救船只利用水下遥控装备拍摄的照片对照示意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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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萨那1月14日电（记者刘
万利 商英侠）位于也门境内的“基地”组
织阿拉伯半岛分支14日发表声明，宣称制
造了法国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

在一段11分钟的网络视频中，“基地”
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头目纳斯尔·阿尼西

说，“我们的领导人选择了目标、制定了计
划并资助了此次行动”。他还警告西方国
家不要再次侮辱伊斯兰教，否则将制造更
多袭击事件。

本月7日，位于法国巴黎的《沙尔利
周刊》杂志社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2人

死亡，多人受伤。8日和9日，又发生了武
装分子在巴黎南郊一所犹太学校附近开
枪打死一名女警察、打伤一名道路养护人
员，以及在巴黎万塞讷门犹太食品杂货店
劫持人质等恐怖袭击事件。法国警方9
日击毙了3名嫌犯。除被击毙的武装分

子外，这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 17
人遇难。

2009年，“基地”组织位于也门和沙特
阿拉伯的分支合并成立了“基地”组织阿
拉伯半岛分支，长期盘踞在也门南部地
区，实施恐怖袭击活动。

“基地”自认制造法国恐袭

据新华社巴黎1月13日电（记者
尚栩）日前遭恐怖袭击的法国《沙尔利
周刊》杂志社定于14日扩印发行新一期
杂志，300万份的印量将在法国新闻史
上创下纪录。此前，《沙尔利周刊》印量
保持在6万份。

据法国媒体报道，新一期16页《沙
尔利周刊》分法语、英语、西班牙语、阿
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等版本，将
在20余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沙尔利周刊》
劫后扩印发行

据新华社首尔1月14日电（记者张
青）为期两天的韩美2015年度首场联合
军演13日至14日在韩国周边海域举行。

由于朝鲜近日向美方提议，如美韩停
止计划 13日开始的联合军演，朝方将考
虑暂停核试验。这被外界看做是朝鲜向
美韩伸出的橄榄枝，所以本次韩美军演备
受关注。

针对朝鲜取消军演的提议，韩国国防

部发言人金珉奭在1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反驳称，朝鲜将核试验同韩美军演联系在
一起是完全不正确的，朝鲜核试验为联合
国安理会决议所禁止，朝鲜本就有义务遵
循安理会相关决议。

金珉奭还简单介绍了此次军演规
模。他说：“这是美国海军宙斯盾舰和韩
国海军第一舰队舰艇一起举行的例行海
上演习，双方将在海上开展各种训练。”

金珉奭还称，本次军演旨在抵御
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属于防御性例
行演习。

韩美每年都会举行大大小小的各种
军演，其中大型军演有二三月份举行的

“关键决断”、“秃鹫”和八九月份的“乙支
自由卫士”演习。这些演习曾引起朝鲜强
烈不满与反弹。2014年，朝鲜屡次在韩美
大型军演前后进行导弹等的发射。

韩美举行2015年度首场联合军演

据新华社罗马 1月 14 日电 （记者
葛晨）意大利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总
统、现年 89 岁的乔治·纳波利塔诺 14 日
在总统府签署辞职信，提前结束第二个
任期。

意大利媒体报道说，按照程序，辞职

信随后由总统秘书长交给参众两院议长
和总理马泰奥·伦齐，辞职正式生效。

根据意大利宪法，纳波利塔诺辞职
后 15天之内议会开始新总统选举，众议
长劳拉·博尔德里尼将宣布选举日期，在
新总统选出前将由参议院议长彼得罗·

格拉索代理总统一职。
2013年意大利议会党派势力相持不

下出现总统选举僵局，纳波利塔诺临危受
命再次竞选总统并高票当选，成为意大利
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总统，但在当选时他
就表明不会完成第二个7年任期。

意大利唯一一位连任总统辞职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3日电（记
者关建武 穆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13日宣布，初步调查显示华盛顿地
铁致命烟雾事故由电路问题引发。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彼得·
克努森说，烟雾由列车前方300多米的
铁轨电路问题所致，事故并未导致列车
起火或出轨。他说，到底是什么引发了
电路问题眼下尚不清楚，后续调查可能
会持续半年至1年时间。

华盛顿地铁烟雾
或由电路问题引发

据新华社东京1月14日电（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日本政府 14 日通过
2015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连续三
年递增，预算金额创历史新高。

根据这份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
的预算案，这一财年日本防卫经费预算
为4.98万亿日元（约合421亿美元），比
上一年度增加2%。

日本防卫预算
再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13日专
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现年50岁的卡拉
为度过巴西里约热内卢难熬的暑天每天
要吃掉50公斤冰激凌！别不相信，其实
卡拉是里约热内卢动物园的一只母象，
近日来里约的持续高温，不仅让当地居
民感到暑热难耐，动物们也有些吃不消，
为此里约动物园购买了新的为动物制作
冰激凌的冷冻机，并将产量翻倍。

从去年11月起，动物园每天就为动
物们准备200公斤冷冻食品，分配给灵
长类动物、猫科动物、熊和象。虎、豹等
肉食动物可分到冻肉，猩猩等杂食动物
的食物变成冷冻蔬菜和肉类，还有水果
丁与酸奶的混合冰激凌。此外，园内减
少对树木的修剪，保证更多树荫，动物
笼内也添加了洒水装置。

从去年12月21日进入盛夏以来，里
约热内卢持续高温，最高气温超过40摄
氏度的天气已超过8天。

里约酷热难耐

动物吃冰激凌消暑
1月 13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家

法院外，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支持者
手持其肖像高喊口号。

据埃及国家电视台13日报道，埃及
一家法院当天接受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和其两个儿子的上诉，宣布将重审3人的
挪用公款案。 新华社发

埃及法院宣布重审
穆巴拉克挪用公款案

近日，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在
澳大利亚启动了“育儿袋计划”，并
提供了一个育儿袋参照样本，让志
愿者在家缝制。这些育儿袋替代品
给袋鼠宝宝和负鼠宝宝提供一个温
暖而安静的环境。 据新华网

窝心！
育儿袋救助小袋鼠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13日报
道，这一系列照片是被选出来的
2014年全球最漂亮的婚礼照片。
国际专业婚礼摄影师协会（ISPWP）
授予20多类别的奖项。据中新网

暖心！
全球最佳婚照揭晓

湛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湛国土资（拍出让）告字〔2015〕第1号

经湛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湛江市国土
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
(一) 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PGC2015001
2、土地位置：湛江市坡头区科技产业园

官渡园区
3、出让面积：23445.69平方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出让年限：50年
6、宗地现状：宗地红线内场地基本平

整，地块周边通水、通电、通路（“三通”按出
让时市政现状）

（二）规划要求
1、容积率：0.8≤容积率≤1.6
2、绿地率：绿地率20%
3、建筑密度：30%＜建筑密度≤45%
4、建筑限高：建筑限高＜24（自室外地

坪算起）
5、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包括

办公楼、值班宿舍、职工食堂等）用地面积不
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7％

其它规划条件按湛坡建[2014]77 号文
执行

（三）拍卖起叫价及履约保证金
1、拍卖起叫价：人民币陆佰柒拾陆万元

整（￥6,76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佰叁拾陆万元

整（￥1,36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
定金。

3、本宗地设有底价。
4、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20514IA0237、4420314BA0357、4406814BA0587。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产业要求：项目主要经营印刷生产；

项目总投资不低于7100万元。
2、环保要求：引进具体项目须符合国家

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相关规划，应采用
国内先进的工艺、设备和有效的污染防治措
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须委托符合资质
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编制好该项目环评文
件上报市环保局审批。环评文件未经批准，
项目不能开工建设；其他有关手续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详见湛
环坡【2014】140号）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时间：成交之日起 10 日内签订。受让方
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收履约保证
金。

4、出让价款支付：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
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
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
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
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出
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
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5、交地时间和方式：在受让方付清土地
出让价款 10 个工作日内按现状交付，由湛
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坡头区土地储备分
中心（以下简称：坡头土储分中心）与受让人
签订《土地移交确认书》。坡头土储分中心

须在约定的交地时限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土
地移交确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人不
在通知期限内与坡头土储分中心《土地移交
确认书》的，动工时间按受让人接到通知之
日起计算。

6、开竣工时间：交地之日起一年内开工
建设，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受让人未能
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
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
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总额 1‰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
人继续履约。

7、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为7100万元。
8、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执行。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工作由湛江市土地与矿业权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

组织和自然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
参加土地使用权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2、竞买人及其控股股东存在下列违法
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到
位前，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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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

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申请人存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的，不能

获得竞买资格；参加竞买后发现存在任何一
种情形的，其竞买资格无效。

3、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得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并应
出具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采用
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五、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至 2015 年 2 月 3 日上午 10 时止，到
交易中心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六、交易中心将组织申请人到地块现场
勘看，具体时间安排为：2015年1月22日下
午3时在交易中心集中。

七、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竞买保
证金并提交有效竞买申请方可参与竞买。
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 日下
午17时前，以到达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为准，
竞买保证金以人民币支付；提交书面申请时
间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至 2015 年 2 月 3 日上
午10时前。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15 年 2 月 3 日

上午1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 2015 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湛江市赤坎
区体育北路15号湛江商务大厦四楼会议室
举行。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15

号湛江商务大厦二楼
咨询电话：0759-3399193
联系人：林婕 李娜娜
银行账户：开户单位：湛江市土地与矿

业权交易中心
账户一：中国农业银行湛江赤坎支行营

业部
账号：44—604001040016006
账户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

江赤坎支行
账号：44001688638053007014
账户三：广发行湛江开发区支行
账号：109005516010001781
账户四：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

行
账号：448448168018010046789
账户五：中国银行湛江分行
账号：636661647842
账户六：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

湾支行
账号：050001201900003540
账户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

江赤坎支行
账号：2015020429201202833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