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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资规牟告字[2020]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 http://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宗地编号

烟J[2020]
3016

坐落位置

东关路东、
三山大街南

出让面积约
76176.48（含部
分拟划拨使用的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用地性质

住宅、商服、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容积率

≤2.80且
＞2.70

规划建筑面积

≤213295且
＞205689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50年

出让起始价

29710

竞买保证金

6000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其

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
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参
加竞买。

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挂牌出让
期

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期为: 2020年11月30日09时至2020年12月
20日09时。

㈡申请人可于2020年12月20日09时至
2020年12月28日10时，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获取保证金缴纳账
号，通过网银或电汇缴纳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16时（以烟台
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时间为准）。申请人须以办
理CA数字证书的名称一次性足额交纳竞买保
证金（竞买保证金帐号由系统自动生成）。逾期，
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止受理申请(因银行

保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申请人保
证金缴纳时间适当提前)。

㈢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期为：
2020年 12月 20日09时至 2020年 12月

30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期结束后，进入网上挂
牌出让审查期，审查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详见
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

12月28日期间，登陆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在首
页的“‘土地市场’→‘土地出让’”栏中点击意向
地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进行查
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竞买须知、出让合同

(模板)、相关图件、相关附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的，烟台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布补充公告，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应顺
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 话：0535-4285056
网 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30日

新华社德黑兰11月29日电 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鲁哈尼28日分别
对前一天发生的伊朗核物理学家遇袭身亡
一事表态。哈梅内伊表示，应惩处恐怖罪行
的肇事者。

尽管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此次袭
击，但伊朗方面认为此次袭击由以色列策划
实施，并指控幕后有美国身影。伊朗是否报
复？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升
级？事件对美国今后对伊朗政策影响如何？

伊朗会否报复？

哈梅内伊28日发表声明说，伊方首要

事项是“明确惩罚”凶手及下令杀害穆赫辛·
法赫里扎德的人。鲁哈尼当天也对遇袭身
亡的法赫里扎德致以哀悼，并表示恐怖行为
不会阻碍伊朗科学家继续努力。

法赫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核计划负责
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8年曾在谈
及伊朗核计划时“点名”法赫里扎德。法赫
里扎德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被美
国列入制裁名单。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
拉万希27日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当
月轮值主席说，此次暗杀行动背后有“明显
的以色列责任迹象”。他指出，近十年来，多
名伊朗顶尖科学家遭暗杀。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誓言为法赫里扎德
报仇，若报复行为造成美方人员身亡，美伊
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不过，
伊朗并不希望卷入战争。

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伊朗问

题专家刘岚雨认为，外部势力此次针对伊朗
关键人物的刺杀是一种挑衅或试探，意图刺
激伊朗方面做出“过度报复”，从而为对伊军
事行动制造借口。不过，在当下美国国内权
力交接的敏感期，伊朗可能会尽量降低触发
直接冲突的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在11月
中上旬一度考虑袭击伊朗核设施，但在美国
军方等劝阻下放弃这一打算。

“暗杀”伊核协议？

相比于破坏伊朗核计划本身，分析人士
认为，此次暗杀行动目的更多在于进一步破
坏伊朗核协议，并挤压美国新政府未来与伊
朗的外交接触空间。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事务的
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表示，伊朗的核项
目早已迈过需要依赖个别科学家的阶段，此

次暗杀行动不是为了破坏伊朗的“战争潜
力”，而是要破坏处理伊核问题的外交渠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外交团队已明确
表示新政府将重回伊核协议的轨道。拜登
不久前宣布的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人选——安东尼·布林肯和杰克·沙利
文都曾参与伊核协议的谈判，是该协议的
坚定支持者。沙利文此前表示，重回伊核
协议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外交领域的优先
事项。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杰
弗里·刘易斯认为，暗杀法赫里扎德的目的
就是要在拜登政府上台前“暗杀”伊核协议。

刘岚雨认为，伊核协议属于拜登在奥巴
马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时的一个政治业
绩。在明年拜登正式就任的1月到伊朗下
次总统大选的6月之间，美国与伊朗或将出
现较好的谈判窗口，但各自面临的内外局势
仍存很多变数。

核专家法赫里扎德遇刺 伊朗认为此次袭击由以色列策划实施

伊朗会进行报复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
电 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美国消
费者购物方式。美国奥多比分
析公司估算数据显示，27 日

“黑色星期五”线上交易额创最
高纪录，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2%。

“黑五”是感恩节次日，标
志圣诞购物季开始。随着网络
购物兴起，选择在“黑五”期间
线上下单的消费者增多，今年
新冠疫情加剧这种趋势。

奥多比分析公司追踪线上
消费情况，估算今年“黑五”美
国线上交易额达到90亿美元，
刷新去年“黑五”创下的线上交
易额74亿美元最高纪录，同比
增长22%。玩具、耳机和电视

等在线上热销。今年美国大小
零售商线上交易额显著增加。
奥多比分析公司数据显示，美
国最大连锁零售商沃尔玛公
司、日用百货连锁塔吉特百货
公司等大型零售商“黑五”期间
线上交易额相比10月日均值
增长403%，小型零售商上涨
349%。

这家分析公司预计，美国
线上交易额纪录可能在30日
刷新，预估交易额在108亿美
元至127亿美元。

“未来零售”数据分析公司
发布的数据显示，“黑五”线下
交易中，珠宝和鞋类商品销售
额降幅最大，服饰类下滑50%，
家居类下滑39%。

美国“黑色星期五”
线上交易额破纪录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28日15时48分（北京时间22
时48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747082例，达到61299371例；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3296例，达
到1439784例。

匈牙利新冠疫情防控中心28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
新冠死亡病例152例，创疫情暴发以来
最高纪录，累计死亡4516例。数据还
显示，匈牙利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6268例，累计确诊超20万例，
达204708例；累计治愈54021例。

克罗地亚政府28日晚发布消息
说，因总理普连科维奇的妻子当天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普连科维奇已开始
为期10天的居家隔离，隔离期间在家
中处理公务。

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27日晚
宣布，从12月1日起，全国的新冠疫情
防控级别由当前的5级降至3级。爱
尔兰将疫情防控分为5个级别，数字
越大措施越严。3级疫情防控措施包
括所有非生活必需的零售店和服务性
企业可恢复营业，人们可在本地范围
内自由出行，允许15人以下的户外聚
会，允许餐馆和带餐饮服务的酒吧提
供室内服务等。此外，爱尔兰政府还
对圣诞和新年假期的防疫措施作出安
排。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全球确诊病例
日增近75万例

新华社巴黎 11 月 28 日
电 法国多个城市28日发生游
行示威，反对涉执法人员法案
有关条款和警察暴力执法。警
方和示威者在部分游行地点发
生冲突，至少46名示威者被逮
捕。

28日是法国放松防疫封
禁措施第一天。据法国内政部
统计，当天全法70个城市发生
游行示威，总参与人数超过13
万。警方和示威者冲突导致
30多名警察受伤。在首都巴
黎，至少46名示威者被逮捕。

据法国媒体报道，发生游行示
威与政府近期推出《整体安全
法》和巴黎警察殴打黑人男子
一事有关。

《整体安全法》日前在法国
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将提交参
议院审议。其中，法案第24条
规定，对恶意传播警察和宪兵
形象、泄露其面部特征和身份
信息的行为进行处罚。法国社
会舆论对此条款存在不同看
法。法国总理卡斯泰26日说，
将组建“独立委员会”重新起草
这一条款。

法多个城市发生游行示威
至少46人被警方逮捕

韩国政府29日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
策本部会议，宣布非首都圈地区12月1日
起上调新冠疫情防疫级别至1.5级。已适
用2级防疫的首都圈将维持这一等级，但
对感染频发的设施采取“针对性”防疫。

1.5级防疫将限制公共设施使用人数，
2级更为严格。2级防疫的其他措施包括
咖啡店全天禁止堂食，只允许打包和外卖；
餐厅21时后禁止堂食；练歌房21时后禁
止运营。

鉴于首都圈桑拿房和健美操教室等地
近期聚集感染频发，政府决定先对洗浴设
施、室内体育设施、补习班和培训班等加强
防疫。

非首都圈和首都圈最新防疫的实施时
间分别为14天和7天。

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

主要缘于以首都圈为中心的“第三波疫情”
扩散至全国各地。

韩国疫情近期明显反弹。韩国中央防
疫对策本部29日通报，28日零时至29日
零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50例，累计
确诊33824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累计死
亡523例。

这是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近日首
次回落至500例以下。韩国中央防疫对策
本部26日、27日和28日通报的新增病例
数分别为581例、555例和504例。

韩联社报道，虽然最近4日新增确诊
人数呈减少趋势，但难以断定疫情蔓延势
头得到有效遏制。29日通报数据减少可
能与周末检测量较平时减少7000余份有
关。

29日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中，本土病

例413例，其中首都圈263例。最近一周，
韩国日均报告新增本土病例数超过400
例，已达到全国防疫2.5级的标准。

韩国防疫部门认为，疫情仍在亲友聚
会、办公室、补习班、桑拿房等日常活动空
间蔓延，扩散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专家预
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超过1000例。

韩国定于12月3日举行大学入学考
试，预计全国考生超过49.3万人。疫情恶
化加剧对病毒在考场蔓延的担忧。

韩国总统文在寅29日前往首尔市龙
山区的居家隔离考生考点五山高中，视察
备考工作，并与普通考点和确诊考生考点
的工作人员视频连线。他鼓励考生和监考
人员，叮嘱他们做好防疫，同时呼吁民众避
免不必要的聚餐聚会，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为考生加油。 据新华社电

疫情近期明显反弹

韩国全境强化防疫

11月28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斯科基，一名医务人员给准备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男子开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27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7.6万例。这是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第20天超过10万例。新华社

11月28日，顾客在法国巴黎老佛
爷百货商店购物。受疫情影响关闭了
近一个月的老佛爷百货商店于当日重
新开业。

自11月28日起，法国进入第一阶
段“解封”。在这一阶段，个人出行仍
需携带证明，但日常出行范围扩大至
距离住所 20 公里、时间延长至 3 个小
时；商店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可
恢复营业。 新华社

11月28日，在英国伦敦，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
（中）前往与英方谈判的地点。

当日，英欧未来关系谈判在伦敦重启面对面会谈。此前，因
为欧方谈判团队一名成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新一轮英欧谈判
不得不中断。 新华社

英欧未来关系谈判
在伦敦重启面对面会谈

11月29日，军人在阿富汗加兹尼市发生袭击的军营警戒。
阿富汗政府官员29日证实，阿东部加兹尼市发生汽车炸弹袭

击，造成至少30人死亡。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