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蒂斯：

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或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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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电力客户：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
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发 改 办 价 格

〔2018〕787号）文件精神，2018年7月
4 日起取消计量装置校验费、复电
费、电卡补办工本费等收费项目，并
加快退还临时接电费用。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1.电力客户已交纳临时接电费
（或临时用电定金）且尚未办理退费
手续的，请于 2018年 7月 25日前，持
原交费凭证（收据）及收款银行账户
信息到属地供电营业厅办理，我公司
将按供用电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为

您办理清算。
2.我公司在接到上级单位转发

的国家发改委文件后，已立即于7月
12日起全面停止收取计量装置校验
费、复电费等收费项目，但因国家文
件转发到各地的时间差，2018年7月
4 日至 7 月 11 日期间仍对少量客户
收取了计量装置校验费、复电费、电
卡补办工本费，请各位客户尽快持原
交费凭证（收据）及收款银行账户信
息到属地供电营业厅退费。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镇江供电分公司
2018年7月30日

关于清退临时接电费等业务费用的公告

经镇江市人民政府批准，镇江市
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镇江新区儒里
路以西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详见附表。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
行以网上挂牌出让为主，现场书面出
让为辅，通过镇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
222.186.84.211:8180/）(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进行网上交易。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竞买申请人

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经江苏省用
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合格后，系统
将自动赋予竞价资格。

三、竞买人在提出申请前，应当
于2018年8月3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
料到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
数字CA证书后方能参加网上申请。

四、申请人应当于 2018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18 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自行下载出让文件，按规定程序参加
竞买。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
请人可于2018年8月2日至8月18日
下午 5：00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
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8 日下午 5：00。竞买人
可通过网银系统或到指定银行缴纳
竞买保证金。

五、时间安排
1.申请、发售资料：2018年7月30

日至2018年8月18日；
2. 资审、缴纳保证金时间：2018

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18日下午 5
时止；

3.挂牌时间: 2018年8月19日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工作日受理时间：
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六、竞买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有拖欠土地
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或自身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者除外)。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可以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八、报名手续
竞买人现场申请报名时须提供

下列资料：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复印件；2.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法
人授权委托书；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4.经资审合格，方可缴纳保
证金，并提交统一格式的书面竞买申

请后，取得正式竞买资格。
九、经镇江市人民政府批准，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收回本期拟出让
土地范围内的原单位和个人的土地
使用权，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50条
之规定，注销原土地登记，土地登记
机关将不另行通知。

十、本公告内容如与出让文件不
一致，以出让文件为准。本次出让由
镇江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
办，并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报名联系地点：镇江新区赵声路
398号（赵声路与宜侯路交叉口）镇江
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王先生 李先生
联系电话：
0511—81989109、80758509
传真：0511-83177795
本次出让的有关具体要求，详见

出让文件和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及镇
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网址：
http://www.jsmlr.gov.cn/zj/
http://222.186.84.211:8180/
特此公告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
镇江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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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镇江新区第四期工业用地公开出让地块一览表
地块号

新区（工）18-4-1

新区（工）18-4-2

新区（工）18-4-3

新区（工）18-4-4

小计

土地坐落

孩溪路以南粮山路以西

北河家港以北、江苏中技以西

瑞业路以北

恒通路以东秀山路以北

用地面积

平方米

82960

8604

6416

131016

228996

亩

124.4

12.9

9.6

196.5

343.4

出让土地面积

平方米

82960

8604

6416

125870

223850

亩

124.4

12.9

9.6

188.8

335.7

土地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供地
条件

净地

净地

净地

净地

产业类型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生物药品制造质检技术服务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45年

50年

建筑系数

≥40%

≥40%

≥40%

≥40%

规划指标

绿地率

≤12%

≤13%

≤13%

≤15%

容积率

0.7-2.0

0.8-2.0

0.8-2.0

0.9-2.0

投 资 强 度
(万元/亩)

≥350

≥310

≥310

≥400

挂 牌 起 始 价
（万元）

4978

272

181

5400

加价幅度
（万元）

10

2

2

1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96

54

36

1080

备注

镇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镇江新区工挂[2018]4号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27
日说，美国对伊朗政策不寻求“政
权更迭或崩溃”，个别媒体关于美
国即将空袭伊朗核目标的报道

“纯属杜撰”。
马蒂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召开

的记者会上被问及美国对伊朗政
策是否寻求政权更迭或崩溃，他直
截了当回答说：“我们没有制定这
样的政策。”

马蒂斯说：“我们需要他们改
变举止，他们的军方、情报机关和
代理人可以形成不少威胁。”美国
指认伊朗在叙利亚、也门等地扶植

什叶派势力，打代理人战争，扰乱
中东局势。伊朗则指责美国偏袒
以色列，干涉地区事务。

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要求重新谈一份协
议，以此迫使伊朗停止所有核计
划、切断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
支持。伊朗拒绝美方要求。

美国对伊朗石油下“封杀令”，
威胁对买伊朗原油的国家实施金
融制裁。伊朗不甘示弱地回应说，
如果无法出口原油，伊朗将封锁霍
尔木兹海峡，“让其他地区国家同
样别想出口原油”。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在言辞上针
锋相对。鲁哈尼警告特朗普“不要
玩弄狮子尾巴”，称“与伊朗交战是
所有战争之母”。特朗普回敬说

“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
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后果”。

两 国 紧 张 关 系 引 发 媒 体 揣
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一则报道
暗示，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动手”。
报道援引澳大利亚官员的话称，美
国可能最早下个月轰炸伊朗的核
设施；英国和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将
帮助美方确认伊朗核目标方位。

问及这一报道，马蒂斯 27日回
应：“我不知道这家澳大利亚媒体

从哪里找到的信息。我确信，这不
是我们眼下考虑的事情。我认为
这纯粹是杜撰。”

针对美方威胁，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官员先前回应，如果美国胆
敢入侵，伊朗将摧毁美国设在中东
的军事基地并且攻击以色列。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行
动分队“圣城旅”总司令卡西姆·
苏莱马尼 26 日向美方喊话：“我们
就在你们无法想象的近距离……
尽管来，我们已经准备好……如
果 你 挑 起 战 争 ，我 们 将 终 结 战
争。这场战争将会摧毁你们所拥
有的一切。”

阿富汗塔利班一名高层头
目 28 日说，塔利班本周早些时
候在卡塔尔首次直接与美国官
员会面，初步讨论和解对话的
前景。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塔利
班高层头目告诉美联社，塔利
班代表本周早些时候在卡塔尔
与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司副
助理司长爱丽丝·韦尔斯会面，
现场“气氛积极，讨论有益”。

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设有办事处。阿富汗塔利班前
高层人士阿迦·贾恩·穆赫蒂斯
姆说，双方的确在多哈会面，“塔
利班希望解决他们与美国人之
间的问题，结束（外国）侵略”。

美方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
认直接接触塔利班高层人员。

不过，韦尔斯本周身处多

哈。美国国务院在她回国后发
表声明，说韦尔斯在多哈与卡
塔尔王室成员会面，“美方正与
阿富汗政府密切磋商，探索推
进和平进程的各种途径”。声
明重申，围绕阿富汗今后政治
安排的任何对话都将在塔利班
与阿政府之间举行。

阿富汗塔利班先前多次要
求，先与美方直接对话，再与阿
富汗政府谈；而美国一贯立场是
谈判方必须包括阿富汗政府。

按美联社的说法，塔利班
希望面对面与美方讨论后者对
这一组织的“安全关切”，希望
美方给出大约 1.5 万驻阿外国
部队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

就阿富汗和解进程，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今年2月底向塔
利班伸出“橄榄枝”，愿意不设

前提条件与塔利班谈判，允许
这一武装组织作为政治党派参
与执政。塔利班 6月 13日呼吁
与美方直接对话，以“和平方
式”结束阿富汗冲突。

加尼的副发言人沙阿·侯
赛因·米尔塔扎维 28 日再次强
调，阿富汗和解进程应是“阿人
主导、阿人所有”，来自美国及
其盟友的任何协助都应扮演辅
助角色。

米尔塔扎维没有直接回应
塔利班高层人士所说“多哈会
面”，也没有说明阿富汗政府是
否注意到这样一场会面。

美联社报道，虽然不清楚
下次会面的确切时间和人员，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阿富汗塔
利班高层人士确信，双方会再
见面。 据新华社电

迫使近4万人疏散

美加州山火还将肆虐一周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截至

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场山
火延烧将近一周，致死2人，烧毁超
过500座建筑物，迫使将近4万人疏
散。消防部门预计，火还将持续大约
一周。

这场山火始于23日，26日骤然
猛烈，烧过萨克拉门托河，逼近加
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以北大约 240
公里、人口超过9万的雷丁市。

过火面积已达1.95万公顷，3.8
万多人疏散，超过 500 座建筑物损
毁，其中一些居民区全部烧毁。

“大火所过之处一切尽毁，”加州林
业和消防局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
恩说。雷丁市警察局长罗杰·摩尔
告诉 《洛杉矶时报》，他的家毁于
大火。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局长肯·平
洛特说，由于高温干旱，火势难以
控制，至今山火仅在3%的区域受到
控制，预计将继续燃烧至少一周。

“离扑灭还远得很。”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 29日
电 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28日
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 25日举行
的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正
义运动党在 270 个议席中获得 115
个议席，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
现年 65岁的党魁伊姆兰·汗将出任
新一届政府总理。

伴随这一结果，巴基斯坦持续了
数十年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过去
作为队长带领巴基斯坦板球国家队夺
得世界冠军的伊姆兰·汗，如今作为政
坛上的第三势力异军突起。他将如何
以变革打造“新巴基斯坦”，实现稳定
和发展的目标，世人拭目以待。

伊姆兰·汗 1952年 11月出生于

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米扬瓦利一个
富庶的普什图族家庭。少年时期的他
在该省首府拉合尔度过，并就读于当
地精英男校艾奇逊学院。1975年，他
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牛津大学基布尔
学院毕业，并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伊姆兰·汗早年有着光辉的运
动生涯记录。板球号称巴基斯坦国
球，而伊姆兰·汗曾以队长身份带领
巴基斯坦板球国家队击败英格兰
队，夺得1992年板球世界杯冠军。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伊姆兰·汗
在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
他只有在推动政治变革的同时维持
社会基本稳定和经济向好发展，这
匹政坛黑马才能走得更远。

俄罗斯举行海军节庆祝活动
7月2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海军节庆祝活动上，一艘俄罗斯舰

艇在涅瓦河上航行。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俄罗斯海军节，俄各海军
基地和城市都会举行有关庆祝活动。 新华社/法新

印尼龙目岛发生6.4级地震造成至少10人死亡
7月29日，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人们照料地震中的伤者。印度尼西亚旅游

度假胜地龙目岛29日清晨发生6.4级地震。印尼官员说，地震造成至少10人死
亡、40人受伤。震中位于龙目岛北部陆地，因而没有引发海啸。 新华社/路透

阿富汗塔利班称首次面见美官员

伊姆兰·汗将出任
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总理

中国游客大巴在土发生车祸
31名中国游客
及2名当地人受伤

据新华社安卡拉７月２９日
电 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驻伊
兹密尔总领馆消息，当地时间２９日
１０时左右，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
巴在土耳其南部安塔利亚省发生车
祸，造成车上包括３１名中国游客在
内的３３人不同程度受伤。

据了解，该旅游大巴当时从安塔
利亚省省会安塔利亚市区前往土中
部旅游景点卡帕多奇亚，在该省阿克
塞基镇与迎面驶来的两辆车相撞并
侧翻。大巴车上共有３３人，其中３
１人为中国游客，另２人是当地司机
和导游。事故发生后，伤者均被送往
当地医院治疗，一名女性游客目前伤
势较重。事故造成其他事故车辆上
２名土耳其公民死亡。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驻伊兹
密尔总领馆在接到领事保护电话后
立即启动领保应急机制。

“坦克两项”比赛首日 中国队取得第一名
7月28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阿拉比诺训练场，中国队96B型主战坦克率先到达终点。当地

时间28日，“国际军事比赛-2018”“坦克两项”比赛在莫斯科郊外阿拉比诺训练场开赛，中国队首发出
场96B型主战坦克车组以21分00秒的成绩取得第一轮单车赛首日比赛第一名，并在射击项目中5次
射击全部命中，是当天参赛的8支代表队中唯一一支“弹无虚发”的代表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