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
GUOJIXINWEN

072019年5月7日 星期二

编辑：佟 涵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马 蒂

核心
提示

俄罗斯一架客机5日晚起飞不久因技术故障紧急
降落，碰撞着陆后燃起大火，41人死亡、37人幸免于
难。事发地是莫斯科最繁忙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克里
姆林宫向死难者致哀，下令彻查这一事件的原因。

经瓦房店市人民政府批准，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预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预挂牌的宗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及《挂牌
出让文件》限制的除外），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预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预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5月17日9时至2019年6月6

日15时，到瓦房店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瓦房店市西长春路西段130号）办理登记手续，认购预挂牌出让文件。向我局
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6日15：00时。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6月6日17：00时前确定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挂牌出让地点为瓦房店市西长春路西段130号土地交易市场（英武运输公司三楼）；
挂牌时间为：2019年6月1日9：00时至2019年6月10日14：00时（以上日期内公休日和节假日不休息）。

六、其他需公告的事项
本次出让采取预公告制度，待征地批复正式下达后，再与土地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出

让日期以征地批复日为起始日。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瓦房店市西长春路西段130号 联系电话：0411—85570267 联系人：王伦
开户单位：瓦房店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开户行：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 账号：22322011008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5月7日

瓦房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挂牌出让公告
瓦自然资源挂字（2019）1号

建设用地编号

预2019-1

预2019-2

预2019-3

用地位置

祝华办事处祝华村

九龙办事处平房村

元台镇潘屯村

用地面积
（㎡）
23007

13771

9723

用地使用
性质
工业

工业

工业

容积率

1.02

≥1.0

≥1.0

建筑面积
（㎡）
23463

≥13771

≥972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520

427

302

出让年限
（年）
20

50

5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大连中益置业有限公司、大连万
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两户债权进行组包或单户处置，
现予以公告。

一、标的债权资产：
1.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我分公司拥有对大连中益

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为人民币 64577.55 万元，其中本金
余额为 63000.00 万元，利息为 1577.55 万元；保证及抵押
贷款，保证人为蔡细荣、张新敏、曾文城、张美玉，抵押人
为大连中益置业有限公司。已起诉（未开庭）；抵押资产
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胜利路7A～F号房
屋，房屋抵押面积为 117073.10 平方米，土地抵押面积为
38445平方米。

2.截至2018年8月20日，我分公司拥有对大连万城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为人民币9300.17万元，其中本金
余额为9195.88万元，利息为104.29万元；保证、质押及抵
押贷款，保证人为大连万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连万城
传媒有限公司、大连万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大连富城置
业有限公司、曾文城、张雨华，质押人为大连万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曾文城，抵押人为大连中益置业有限公司。已
起诉（未判开庭）；抵押资产1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光 明 街 道 胜 利 路 9A～D 号 的 235 套 公 建 ，抵 押 面 积
12273.25平方米。抵押资产2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光明街道胜利路3号1单元的42套公寓，抵押面积2042.03
平方米。抵押资产3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
胜利路7A～F号的房屋（二顺位抵押）房屋，房屋抵押面积
为117073.10平方米，土地抵押面积为38445平方米。质押
资产为大连中益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二、交易条件：按债权现状交易。需一次性支付转让
价款，要求买受人信誉好并可承担购买不良债权所带来
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中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四、公示期：自2019年5月7日起至6月5日止公告期
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以书面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先生、曲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703837、83601585
受 理 排 斥、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0411-

83703826、83703891
我分公司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邮

编：11601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9年5月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记者刘晨 朱东阳）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5日说，美方并不认为朝鲜
日前发射的短程发射体对美国造成
威胁，依然希望美朝能通过对话在
朝鲜半岛无核化道路上取得进展。

蓬佩奥当天在接受美国广播
公司采访时说，根据美方目前掌握

信息，朝鲜最近一次试射的发射体
射程相对较短，并未对美国或是日
本及韩国造成威胁。

蓬佩奥同时表示，对朝制裁仍
将继续。

韩国军方4日说，朝方当天上
午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北方向
发射数枚类型未知的短程发射体。

蓬佩奥称

美仍期待对话寻求半岛无核化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5日电
（记者栾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5日在莫斯科表示，俄方坚定支持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的合法
政府，谴责美国策动委境内政变。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拉夫罗夫当天与访俄的委内瑞拉外

长阿雷亚萨举行会谈。拉夫罗夫
说，当前美国正策动旨在推翻委合
法政权的行动，这一行动极其粗暴
地破坏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所
有国际法准则。很明显，美国正企
图以臭名昭著的门罗主义改变拉美
政治面貌。俄方对此予以谴责。

俄外长说

坚定支持委内瑞拉合法政府

据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益普索
集团 5 日就欧洲议会选举发布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前身为国民阵线
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将在法
国拿下最多席位，略微领先总统埃
马纽埃尔·马克龙所属执政党共和
国前进党。

马克龙为平息“黄马甲”示威，
4 月25 日提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
领域改革，包括大幅削减个人所得
税。只是，为弥补减税造成的 50
亿欧元税收缺口，需要取消多项企
业纳税优惠、削减公共开支、延长
工作时长。

欧洲议会选举极右政党领跑法国

据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石油部一
名高级官员5 日说，伊朗正绕过美国
制裁，在“灰色市场”出售原油。

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援引石油部副部长阿米尔·侯赛因·扎
马尼尼亚的话报道，伊朗“已经调动全国
一切资源，在‘灰色市场’出售原油”。

扎马尼尼亚没有解释“灰色市场”
的含义和披露细节，包括原油出口量。

伊朗绕过美国制裁
出售原油

5月6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民主革命党候选人科尔蒂索（右一）
和妻子向支持者致意。

根据巴拿马选举法院5日晚发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民主革命党候选人
科尔蒂索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新华社发

巴拿马总统选举
初步结果显示科尔蒂索获胜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以色列军队冲突5日继续升级。冲突
导致20多人丧生、逾200人受伤。 新华社发

巴以冲突升级
已致20多人丧生逾200人受伤

起飞不久遇险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一架苏霍伊
超级100型客机5日18时2分（北京时
间23时2分）从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
飞往俄北部城市摩尔曼斯克。

然而，起飞不久，机组人员“察觉
异常，决定返回起飞机场。18 时 30
分，这架客机紧急降落”。

一些视频画面显示，客机碰撞着
陆，在机场跑道上急速滑行，机舱尾部
随后燃起熊熊大火。客机第一次尝试
降落没有成功，第二次尝试终于着陆，
但是部分控制系统失灵。

客机搭载78人，包括73名乘客和
5名机组人员。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
会发言人斯韦特兰娜·彼得连科 5 日
晚说，41人死亡、37人逃生。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确认，这架
客机上没有中国公民。

“蚂蚱似蹦跳”

目击者说，客机尾部着火，滚滚黑
烟升腾，不少乘客经由客机前部的紧

急逃生滑梯到达地面，逃往航站楼。
按照一些乘客的说法，事发时天

气恶劣，电闪雷鸣。当地媒体报道，莫
斯科地区5日傍晚突降阵雨。

“我们刚起飞，闪电击中客机。客
机掉头往回飞，非常生硬地着陆，”乘

客彼得·叶戈罗夫告诉俄《共青团真理
报》记者，“我们害怕极了，几乎失去知
觉。客机像蚂蚱一样在地面蹦跳着，
后来就着了火。”

阿廖娜·奥萨基纳在航站楼目睹
这一幕，“火焰吞噬客机……这场恐怖

的悲剧展现在我眼前”。火势较大，消
防队虽然很快抵达，但是无法迅速扑
灭大火。俄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部分乘客坚持要拿手
提行李，以致拖慢人员疏散进度。

总统下令彻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总
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向死难者家
属表达哀悼，同时下令彻查原因。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已着
手分析酿成这一事件的各种因素，包
括飞行员是否违规操作。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俄国际文传电
讯社记者，客机“硬着陆”时，碎片迸进
发动机里，触发火灾。这一说法尚未
经调查小组证实。

苏霍伊超级100型喷气式支线客
机由俄罗斯苏霍伊民用飞机公司研
制。据不同媒体报道，事发客机2017
年或2018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维护
是在今年4月。

这场灾难导致谢列梅捷沃机场至
少数十趟航班延误。

据新华社专特稿

俄客机急降起火 41人死亡

5月5日，失事客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迫降。 新华社发

上图：5月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坦克在阅兵彩排上行驶。

下图：5月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士兵在阅兵彩排上行进。

俄罗斯莫斯科将于5月9日举行庆
祝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阅兵。

新华社发

阅兵彩排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5日说，美国正向中东海
域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
击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以回应
伊朗近期对美国作出“令人担忧”的

“暗示和警告”。
博尔顿说，美军在中央司令部

辖区作出的这一部署旨在向伊朗政
权传递“清晰无误”信号：“如果美国
及其盟友利益受到攻击，美军将予
以无情还击。”

他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打
仗，但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常规
军及其代理人发起的任何袭击，我
们做好回应的万全准备。”

美国海军“约翰·斯滕尼斯”号航
空母舰打击群去年12月驶入海湾，
接班去年3月离开的“西奥多·罗斯
福”号航母。路透社报道，尽管美国
向中东派航母不稀奇，但博尔顿强硬
的姿态可能加剧两国紧张关系。

伊朗官员多次警告，如果美国

“封杀令”使伊朗无法出口原油，伊
朗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
上一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上世
纪 80 年代与伊拉克持续 8 年的“两
伊”战争期间。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产油国
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全
球大约1/3的海运石油贸易依赖这
一海峡。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向中东派航母群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国务院监
控和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埃伦·卡
尔5 日放风，说美方将重新评估与那
些“反以色列”国家的关系，暗示可
能把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以色列画
等号。

卡尔拒绝披露具体是哪些国家，
也没有说明美国可能采取的外交手
段。作为美国国务院特使，卡尔负责
向国务卿提供建议，负责制定、规划应
对反犹主义的政策和项目。

美国或重新评估
与“反以”国家关系

●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5
日表示，拟从2020年3月起在德
国全面推行儿童麻疹疫苗强制
接种。

●据印度媒体5日报道，截至当
天，热带气旋“法尼”在印度造成
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3人。

●据摩洛哥媒体5日报道，隶属于
摩洛哥海军的海岸警卫队4日午
夜和5日凌晨在直布罗陀海峡救
起151名疑似偷渡者。

●尼亚美消息：尼日尔首都尼亚
美东部6日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
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亡。

●北马其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5日晚结束，由执政联盟政党马其
顿社会民主联盟和阿族融合民主
联盟共同推举的候选人斯特沃·彭
达罗夫斯基获得51.66%的选票，
当选新一届总统。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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