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总理说伊朗和叙利亚必须为无人机入侵负责

以军再派战机轰炸叙利亚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有财 美编：赵耀中 校对：刘刚艺

08 国际

相关链接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镇通盈泰金属

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400L44571684M，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贵州中航南方机械化建

设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分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副 本 3-1、3-
2、3-3），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13340204464L，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天乐物业代理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章一枚，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浩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税控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37933025W，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天鹅大酒店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40402002148105，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翰马兄弟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26001441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顺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40400MA4UH6E85B）遗失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存 根 联 1 份 ，发 票 代 码 ：
144001601520，发 票 号 码 ：
00928358，已填写已盖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晓丹遗失《商品房预购登

记 证 》，预 购 证 书 编 号 ：
20170033481，房屋坐落：珠海
市金湾区三灶镇子矜街27号 1
栋404房，声明作废。

耿洁青遗失警官证，号码为：公
现役字第9287617号，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 失 声 明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富山）
（交易序号：18007）

二、挂牌出让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法律法规

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竞
买人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上述准入条件由富山工业园经济发展局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挂牌

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27日9时至2018年3
月13日 16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1101室索
取《挂牌文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行。竞
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竞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址注册
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
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用
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3月5日9时
至2018年3月13日16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买资格申请，
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
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
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价前向该账号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
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17时（以银行
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3月5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3月15日10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人应尽

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过挂牌截止时间交易系统将
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价，因此造成竞买人无法报价的损失，由
竞买人自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2538700、

2538130（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
二楼）；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富山分局：（0756）5659105（地址：珠海
市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1号）；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经济发展局：（0756）5659050（地址：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1号）。

十二、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国土资源局富山分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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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绿地率为20%，建筑密度≥30%；
3．上述用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配套建筑面积不应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用地面积不应超过项目总用地的7%。当建筑物层高超过8米，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按两倍计算计容建
筑面积；
4．竞买人所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广东省及珠海市环保政策的有关规定及富山工业园区产业政策、能耗要求，污染防
治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土壤污染防治要求；
5．竞得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当天，与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委会签订《土地建设及使用监管协
议》，如竞得人未履行上述约定的，将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宗地定金不予以退还，如达到转让条件发生
转让情况的，受让人同时承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
6．竞得人在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之前需缴纳该地块出让金总额的30%作为履约保证金（可以保函形式缴纳），由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收取并监督。竞得人未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履行的，违约金先从履约保证金中
扣取，不足部分另行追缴。
7．竞得人自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5年内不得转让、转租或其他方式将项目用地交于第三方使用，如因特殊情况必须向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并获得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
8．外地企业竞得的，须竞得地块后30日内在珠海市富山工业园内注册成立实缴资本金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独资独立法人企业。竞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名称可直接变更登记至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名下，由该独立
法人资格公司承担本合同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9．竞得人须按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通知》（珠府函〔2015〕106号）及《关于发布2018年
珠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珠规建建[2017]82号）的规定，在领取上述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时向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部门一次性足额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0．动工期限：《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90日内。竞得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
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竞得人继续履约；竣工期限：《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
限截止之日起720日内。竞得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出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金。
11．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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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第二十
四项“信息产业”项目中第23项“新
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频率元
器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
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
新型机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
柔性电路板等）制造

起 始 价
( 地 面 地
价元/m2)

人 民 币
252

增 价 幅 度
(地面地价
元/m2/次）

人民币5

竞买保
证 金
（万元）

人民币
1690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
1000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以网上
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富土储工2018-0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安-148 中短途喷气式支
线客机是由安东诺夫联合俄罗
斯和乌克兰的众多航空企业共
同研制生产的支线客机。

安-148项目研制费用为3
亿美元，2004年10月首架安－
148 组装完毕，并交付试验。

安-148 于 2004 年 12 月 7 日试
飞，2009年6月2日进行了首次
商业飞行。根据不同支线飞机
用户的需要，安-148可以进行
下列改变：客运型、公务型、货
运型、客货混合型、特殊用途型
（紧急救护、空中监视等）。

安-148中短途客机

俄罗斯一架载有71
人的客机11日下午在莫
斯科州坠毁，目前未发现
机上人员有生还迹象。
莫斯科州救援部门一位
专家表示，机组人员失误
和机械故障都可能造成
此次失事。

当地气象中心发布
消息称，当天莫斯科及其
附近地区的温度、湿度和
大气参数都处于正常范
围内，气象因素不是导致
此次坠机的原因。

俄罗斯一架安－148支线客机在莫斯科州坠毁

白雪掩残骸 71人无生还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 11
日电 俄罗斯一架载有71人的客
机11日下午在莫斯科州坠毁，目
前未发现机上人员有生还迹象。

据俄紧急情况部通报，这
架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
司的安－148客机当天计划从
莫斯科前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
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坠毁于
莫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初步
统计显示机上共载有65名乘
客和6名机组人员。

坠毁的客机计划11日从莫斯
科飞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
机从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
后不久就在雷达屏幕上消失，随后
在莫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坠毁。

出事客机上载有65名乘客和
6名机组人员，塔斯社以俄罗斯紧
急情况部门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机
上人员几乎没有生还可能。“我们
已经发现残骸，没有发现幸存者。”

坠机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总理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对机上人员

家属表示慰问。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有村

民看到着火的飞机从空中坠
落。失事客机的残骸散落在坠
毁地点附近的广大地区。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画面显
示，客机的部分残骸被白雪覆
盖。最近几天，俄罗斯连降大
雪，能见度很低。

俄罗斯媒体报道，救援人
员无法驱车前往事发地点，只能
步行。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
交通部门正在调查客机坠毁原
因，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天气原因
还是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

另据美联社报道，出事客机
从2010年开始执行飞行任务，
但由于部分零件缺失，这架客机
2015年至2017年一度“趴窝”。

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多次
发生飞机坠毁事件，部分原因是
航空公司飞机老旧、飞行员常在
恶劣的环境中执飞。

11日，为期六天的新加坡
航展落幕。展览期间，来自中
国的无人机企业备受瞩目。

无人机成航展亮点

于 2 月 6 日开幕的 2018
年新加坡航展吸引来自全球约
5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参
展企业，其中包括空中客车、波
音、联合技术航空航天系统公
司等全球百强航空企业中的
65家。

本届航展上，无人机成为
亮点。前来参加航展的中国航
空学会理事张维表示，本届新
加坡航展的总体规模、参展的
军用和民用飞机数量都比往届
航展有所缩减，但军用和民用
的无人机系统在航展中所占的
比重更大。

事实上，本次航展上美军
展示的装备中除了F－35B战
斗机之外，还有RQ－4“全球
鹰”无人机。空中客车、以色列
航空工业公司等国际知名航空
企业也纷纷对各自的无人机产
品做了展示。

航展期间，空中客车还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园里，向媒
体演示了旗下空中客车直升机公
司与新加坡民航局合作的无人驾
驶飞行系统试验的成果。

中国无人机企业备受瞩目

中国企业的参与为新加坡航
展上的“无人机热”再添一把火。
早在上个月，航展主办方在记者招
待会上，就将两家首次参展的中国
无人机企业隆重推介给媒体。

珠海佰家科技有限公司在航
展上展示的蜘蛛103无人机不时
吸引着观众们在展台前驻足咨
询。据公司总裁贺晓军介绍，这款
产品使用涡轴发动机，相比其他使
用活塞发动机的同级别无人机产
品，它在稳定性、起飞速度、适应自
然环境的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优
势。同时，由于采用了双旋翼设
计，这款产品的抗风能力较强，可
以在较大风力的环境中进行搜救
等作业。此外，作为一款军民两用
无人机，蜘蛛103可以通过加装各
类传感器等设备，在环境监测、海
洋监测、高速公路管理、治安管理、
救灾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贺晓军说，蜘蛛103无人机

在飞行控制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在航展上受到了很大关注，
新加坡等多个东盟国家的官员专
门到展台参观咨询，并且有两家
客户提出了采购意向。

此外，中国朗星无人机系统有
限公司在新加坡航展中展出了
AT200大型货运无人机的模型和
相关解决方案。据了解，AT200
无人机货仓容积10立方米，有效
载荷1.5吨，其巡航速度为313公
里／小时，航程2183公里，满载时
可在200米以内完成起降，适用于
海岛、山地等交通不发达地区，也
可用于点对点的货运支线运输。

公司副总经理刘伏虎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参展主
要是希望通过与潜在客户交流，获
得海外市场对该公司的货运无人
机的看法，听取潜在客户的新需
求，以便对产品进行迭代升级。

他说，中国大型民用无人机
发展突飞猛进，目前领先全世界
半个身位，尤其是产品的应用场
景广泛，目前在海岸线巡查、航
测、电力线和石油管线的巡检等
场景都有应用。

据新华社新加坡2月11日电

中国无人机闪耀新加坡航展
珠海佰家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展示蜘蛛103无人机

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0日
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日
晚发表声明说，伊朗和叙利亚必须
为当天发生的无人机入侵以色列
事件负责。以方将继续采取各种
必要方式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当天的
行动表明其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基
地，就是要借叙利亚领土对以色
列发动攻击，直至达到其宣称的

“消灭以色列”的目的。
以色列军方10日说，一架伊

朗无人机当天凌晨从叙利亚基地
起飞进入以色列控制区，以军立
即出动武装直升机将其击落。随
后，以军出动数架战机空袭叙境
内多个伊朗军事设施，参与空袭
的以军一架F－16战机被叙方地
面防空火力击落。

为报复叙利亚击落以色列战
机，以军10日再次出动战机，对叙
利亚防空系统和叙境内的伊朗军
事设施等总共12个目标进行空
袭。据以军评估，所有目标都被击
中。以军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以色列军方说，以方目前无
意升级事态，但以军时刻准备令
任何损害以方利益的“玩火者”付
出沉重代价。

以色列近来加大了对叙利亚
空袭力度。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支持下，派
出武装人员与叙政府军共同作
战。而长期以来，以色列视黎巴
嫩真主党为重大安全威胁，并指
责伊朗通过叙利亚陆地走廊向黎
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以色列曾
多次对叙境内目标实施空袭。

四年前，日本一名男子上夜
班时间过长，下班途中因疲劳驾
驶遭遇事故身亡。涉事企业上周
与死者家属达成和解，愿赔偿
7600万日元（约合 70 万美元）。
主审法官希望，本案能让日本社
会更加关注日益严重的“过劳事
故死”现象。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1
日报道，受害人名为渡边航太，生
前供职于总部设在东京的室内绿
植装饰企业绿色陈列会社。
2014年4月24日晨，渡边下夜班
后，骑摩托车从工作地点所在的
横滨市回东京寓所，途中撞上电
线杆身亡，时年24岁。

渡边的母亲淳子2015年提
起诉讼，认为儿子一直过度工作，
上夜班时间过长，车祸是“过劳”
引发的事故，索赔大约1亿日元。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横滨
市地方法院川崎支部8日促成双
方当事人和解。审判长桥本英史

认为，事故原因是渡边驾车中睡
着。绿色陈列会社明知渡边“过
度工作”，本应建议他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回家。

桥本说，本案应“促使日本社
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过劳事故
死’、‘过劳死’和‘过劳自杀’”。
渡边一家的律师也认为，本案罕
见地代表了日本职工的权益。

除赔偿并道歉，绿色陈列会
社还公布整改措施，包括强制性
要求不同班次需间隔11小时以
保证员工充分休息，上完夜班的
员工必须打车回家。

日本龙谷大学研究劳动法的
名誉教授胁田滋认为，这起案件
具有“划时代”意义，将给其他日
本企业敲响警钟。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过劳死”成为日本一
大社会问题。2016年一项对1
万家日本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
20%的员工每月至少要加班80
个小时。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一男子“过劳事故死”企业赔偿70万美元

此案给其他日企敲响警钟

坠毁客机残骸的视频截图。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