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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国际·中国

如果朝鲜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日本政府称愿意买单

观点

一、标的名称：珠海电子口岸管理
有限公司香港-珠海贸易便利电子平台
采购项目（编号：1700566C）、珠海电子
口岸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验收第三
方测试项目（编号：1700565C）。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3月
12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每天8:
30-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以珠海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告为准。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

市香洲区兴国街4号中立信大厦902，
联系人：刘小姐，0756-2173706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网 站 http://ggzy.zhuhai.gov.cn/
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
特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3月12日

招标公告

广东省著名商标
评审通告

2018年度珠海市“广东省著

名商标”认定工作现开始，请全市

参加2018年度“广东省著名商标”

认定的企业于5月1日前将申报材

料报送珠海市商标协会。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5号市工商局611室

联系电话：0756-2622283

13075656083

联系人：谭慧娟

珠海市商标协会

日本政府官员11日说，如
果朝鲜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核查，日本愿意支付
超过3亿日元（约合1778万元
人民币）初步核查费用。

“局外人”

日本媒体评论，在美国和
韩国将分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会面的背景下，日本这一做法
意在避免成为“局外人”。

按照日本政府官员的说
法，如果朝鲜同意国际原子能

机构核查宁边核设施，日本打算
支付绝大多数的初步核查费用，
预计为3.5亿日元（2075万元人
民币）至4亿日元（2371万元人
民币）。

这名官员同时说，如果实际
核查费用增加，比如核查人员在
朝鲜境内发现新的核设施，日方
同样将承担费用。

宁边核反应堆位于朝鲜首都
平 壤 以 北 大 约 130 公 里 处 。
1994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宣
布中止对朝鲜民用核反应堆的技
术援助，朝鲜政府随即宣布退出
这一机构。2009年4月至今，没
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直接进驻

过宁边核设施。
去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

构设立朝核问题工作组，总干
事天野之弥解释，设立工作组
旨在加强对朝核问题的监控，
同时为今后有可能进入朝鲜核
查作准备。

“危机感”

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迅速抉择，同
意5月底以前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会面，令日本政府“困
惑”。首相官邸一名官员难掩
惊讶，直言这是“急速进展”。

日本一名前政府高官说，

如果韩朝和美朝首脑相继会
面，那么美日韩首脑中没有与
金正恩会面的只剩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一人，将使日本无法与
美韩保持步调一致，让安倍有
了“危机感”。

近一段时期，无论美国或韩
国方面，还是朝鲜方面，没有人
公开提及核查朝方核设施事宜。

按共同社的说法，日本政
府提出要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
查朝鲜宁边核设施买单，一方
面是为促使朝鲜采取弃核的具
体行动，另一方面意在不与美
韩掉队，摆脱“局外人”局面。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0
日电 美国司法部10日在一份
声明中说，已向有关部门提议，
将“撞火枪托”式装置纳入美国
枪支及控枪法案中定义的机关
枪。获批准后，“撞火枪托”将
被禁止持有、销售或制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月佛
罗里达州帕克兰市校园枪击事
件发生后曾表示，已责成司法
部将“撞火枪托”列为违禁品。

帕克兰市校园枪击事件枪
手尼古拉斯·克鲁兹行凶时没
有使用“撞火枪托”，而是手持
半自动步枪打死17人。但在
去年10月拉斯维加斯枪击事
件中，枪手斯蒂芬·帕多克正是
利用“撞火枪托”把半自动步枪
改装成自动步枪，制造了美国
现代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
事件。

“撞火枪托”被用于改装半
自动步枪，可提升枪支射速，其
设计初衷是方便手部残疾的人
射击。2010年，美国政府认为
这种装置没有违反联邦法律，
批准销售。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向私
人销售或转让机关枪等自动武
器是违法的。然而，半自动步
枪和“撞火枪托”均可被合法购
得，二者组装起来就如同自动
步枪。美国反对控枪的全国步
枪协会也曾在拉斯维加斯枪击
事件后表示，支持对可把半自
动步枪改装为自动步枪的装置
加强管理。

美司法部拟禁
“撞火枪托”

新华社马尼拉3月 11日
电 菲律宾军方11日表示，连
日来政府军在南部棉兰老岛与
反政府武装发生数起交火，共
击毙44名反政府武装分子，打
伤26人。

菲政府军第六步兵师发言
人格里·贝萨纳说，8日清早，
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邦萨摩
洛伊斯兰自由战士组织”的一
股势力在棉兰老岛的马京达瑙
省一处村庄发生交火。战斗随
后升级，并蔓延至周边村庄。

贝萨纳称，政府军在战斗
过程中动用了飞机和火炮。目
前，交火已经停止。政府军在
连日的交火中共打死44名反
政府武装分子，打伤26人。但
是，贝萨纳未透露军方伤亡情
况。

贝萨纳说，有500个当地
家庭为躲避战火逃离家园，军
方正在对这些人进行安置。政
府军的清剿行动仍在继续。

“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
士组织”2008年从菲律宾主要
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
阵线”分裂出来。后者于2014
年3月与菲政府签订全面和平
协议，而前者则拒绝与政府和
谈。

目前，“邦萨摩洛伊斯兰自
由战士组织”是菲律宾主要的
反政府武装组织之一，主要盘
踞在菲南部的棉兰老岛上。据
军方估计，该武装组织约有
200名至300名成员。

菲政府军毙伤
武装分子70人

3月10日，在利比亚的黎波
里，非法移民抵达一海军基地。

利比亚海军10日在该国西

部城市扎维耶附近海域救起
125名非法移民，其中包括14名
妇女和4名儿童。获救的非法

移民先被送到的黎波里的海军
基地，随后他们将被移交给打
击非法移民办公室。新华社发

利比亚海军在西部海域救援
125名非法移民获救

死海，全球海拔最低湖
泊，大自然赐予神奇浮力，促
成“死海不死”神奇，再加丰富
矿物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然而，水位每年平均下降
大约1.2米，水面缩减超过三
分之一，6500多个天坑散落各
处，现实致使“死海将死”俨然
成为一种预言。

管理不善、过度开发、气
候变化、水源不足，诸多因素
令前景堪忧。

戈壁·天坑

死海海拔为负423米，即
低于海平面423米，盐含量比
地中海高出大约10倍，成就全
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致。

死海地处内陆和沙漠，以
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交界处。

死海是湖，不是“海”。从
耶路撒冷出发，往东南方向一
个多小时车程，可抵达不与任
何海洋相连的死海。

湖面碧绿，平静如镜；湖
面之上，雾气腾腾。只是，水
面骤减，大片湖底裸露，寸草
不长，形成戈壁荒漠……死
海，正在让人感觉“陌生”。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近期报
告，死海水位下降速度“令人震
惊”，现在每年平均 1.2 米左
右。二十世纪70年代至80年
代，死海水位每年下降大约0.7
米；过去40年间，累计下降大
约30米。

水位下降，原来有水处形
成盐块；盐块在地下水冲刷下
消失，地表显现窟窿，即天坑；
天坑会崩塌，构成危险。

水位·岸线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提供的
资料显示，死海水面面积迄今
已经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以研究为依据，一种极端
预测是：死海可能2050年干涸。

以色列环保部首席科学家
西娜娅·内塔尼亚胡博士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确认，死海
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可逆转，湖
面缩小是不得不接受和适应的
严峻现实。

同时，这名女科学家推断，
死海水位会进一步下降，但死
海“足够深”，不会消失。

水位下降，岸线日渐向湖
心后退。过去，游客走几步便

可在死海“泡澡”；如今，不少酒
店不得不为游客准备交通工
具。在未开发区域，要想到达
死海的岸线更加艰难。

源头·湖边

死海环境恶化开始于二十
世纪60年代。

持续缺水，促使以色列和
约旦等国以修建大坝方式截流
约旦河，用于灌溉，而约旦河是
流向死海的最主要水源。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的数据
表明，约旦河流入死海的水量
目前为每年5000万至1亿立
方米，而截流约旦河以前为13
亿立方米；死海每年水量赤字
8亿立方米。

诸多企业在死海边投资建
厂，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用死海中的矿物质制造肥
料、药物和化妆品。埃德尔斯
坦介绍，不少约旦和以色列企
业采用过时的水密集型“蒸发”
工艺，从死海提取矿物质，耗费
大量水资源，却不支付“水费”。

同时，湖区周边酒店和温
泉疗养院鳞次栉比，大量耗用
水资源。 据新华社专特稿

水位每年平均下降大约1.2米，水面缩减超过三分之一

“死海将死”预言成真？

以色列环保部首席科学家内
塔尼亚胡认定，全球气候变化是导
致死海“萎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
一系列经济活动打破了“微妙的自
然平衡”，造成灾难性影响和后果。

她说，随着气候不断变暖，死
海蒸发加速。“气候变化就在这儿，
我们看到死海的水越来越少。”

至于应对措施，用以摆脱死

海所陷困境，她说，“如果没有水
源补充死海，我们看不到解决方
案，这是问题症结。”

2013 年 12 月，以色列、约旦
和巴勒斯坦在世界银行位于美国
首都华盛顿的总部签署一份协
议，从红海亚喀巴湾汲取海水，经
由海水淡化厂和200公里输水管
道，注入死海。 新华

要有水源补充死海

新华社太原3月11日电 山
西警方提醒，一些培训机构向求
职大学生推出“培训贷”，侵害学
生相关权益，求职大学生需提高
警惕。

“培训贷”是培训企业与信
贷机构合作，由大学生以个人名
义向信贷机构贷款作为“培训
费”，“培训费”直接打入企业账
户，大学生无需出钱就能接受

“培训”。
山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骗子一般会在网上发布“招
聘信息”，在面试过程中对求职大

学生洗脑，以大学生就业难为借
口诱导大学生接受培训。而对于
没钱交培训费的学生，他们就介
绍到贷款公司贷款。“骗到钱后他
们进行简单培训，但根本提供不
了长期稳定的工作。”

同时，“培训贷”机构的合同
条款中，大都隐藏“霸王条款”。
学生想要提前终止合约，往往需
要承担违约责任，还面临高额违
约金。这些贷款的利率与高利贷
相当，但大学生对这些套路并不
能很快识别，容易受骗，背负贷款
产生的高额利息。

警方提醒：

大学生求职需防“培训贷”

据新华社拉萨 3 月 11 日
电 2017年，西藏环保部门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全年共收获355个“蓝天”，7地
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达
到97.4％。

西藏是全球生态环境最好的
地区之一，同时它的生态系统也
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地区之一，需
要得到精心呵护。

为保护环境，减少风沙，近
年来西藏不断加大植树造林的
力度。2017年，全区完成造林任
务124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任

务12万亩，消除无树村113个。
今年林业部门将继续加强造林
绿化工作，力争全年造林110万
亩以上。

“为了保护西藏的碧水蓝天，
2017 年，西藏继续推进燃煤锅
炉、老旧车淘汰工作，并配合国务
院督察组开展西藏水泥平板玻璃
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督察行
动，全年7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平
均优良率达到97.4％，较2016年
上升了7.4个百分点，荣获2017
年度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考核优秀等次。”西藏自治区环保
厅厅长罗杰说。

西藏去年收获355个“蓝天”
7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达到97.4％

3月11日，游人在颐和园游玩。入春以来，大批北京市民和游人
来到颐和园，观赏颐和园的初春景色。 新华社发

春游颐和园

新华社沈阳3月11日电 辽
宁省教育厅等11个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辽宁省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具体实施方案和责任
分工》，明确中小学生实施欺凌，
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将其表
现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并给
予批评教育、纪律处分、送专门学
校进行教育等处理。

按照上述文件，辽宁中小学校
要定期对中小学生进行学生欺凌
防治专题教育。学校要根据实际

成立由校长负责，教师、教职工、社
区工作者和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
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学
生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由
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事件
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
定。原则上学校应该在启动调查
处理程序10日内完成调查。

根据这份文件，学校可视具
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实施欺凌
学生纪律处分，将其表现记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涉及违反治安
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
件，处置以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为主。

辽宁中小学生实施欺凌将计入综合素质评价

学校可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