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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的新掩体管理权 10日从跨国合
资公司“诺瓦卡”移交至乌克兰政府，并
正式投入使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出席了新
掩体投入使用的专门仪式。新掩体是一个
外观呈拱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护罩，设
计使用年限100年，其长度为162米，高度
为108米，总重量约3.6万吨。新掩体内部
安装有吊装设备，以便对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4号机组反应堆的“石棺”进行修理，并
处理反应堆中的残留核废料。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
都基辅以北约 110公里处。1986年 4月
26日，该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
炸，成为迄今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
最严重的事故。为防止进一步核泄漏，
苏联政府用水泥浇筑成“石棺”，把 4号
反应堆仓促封存。10多年前“石棺”开始
出现裂缝和破损，于是新掩体建设被提
上日程。

新掩体建设始于 2012年，耗资约
15亿欧元，其中主要出资方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提供了 7亿多欧元，另有数十
个国际捐助方为这一项目提供了资金
支持。新掩体主体部分于 2016年 11月
底竣工并覆盖到 4号机组反应堆的“石
棺”之上，那之后新掩体建设进入其他
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新掩体正式投用
设计使用年限100年

7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中）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视察时进入到新掩体的内部。 新华社 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0日宣布，
对法国政府提议的数字服务税发起

“301调查”。这是继美国威胁对欧盟汽
车加征关税、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升级
后，美欧经贸摩擦扩大化的又一案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声
明说，法国政府拟征的数字服务税“不
公平”地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美国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表示，总统特朗普已下
令对此进行调查，“判定它是否具有歧
视性，是否不合理，是否给美国企业带
来负担或限制”。

今年3月初，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
布鲁诺·勒梅尔提交了一份征收数字
服务税的法律草案，拟对谷歌、亚马
逊、脸书等 30余家全球互联网巨头征
收数字服务税。法国国民议会已于上
周通过征税法案，法国参议院也将于
11日进行投票。

法案生效后，全球数字业务年营
业收入超过 7.5亿欧元（约合 8.4亿美
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过
2500万欧元（约合2814万美元）的企业
将被征收 3%的数字服务税。对这些互
联网巨头在法营业收入征税预计将给
法国政府每年带来 5亿欧元(约合 5.63
亿美元)收入。

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于 20世纪
80年代末发明了一种业内俗称“双层
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的避税策略，即
将其在欧洲的部分营业收入先转移到
爱尔兰或荷兰等低税率国家的分支机
构再进行纳税。根据欧盟委员会估算，
互联网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仅 9.5%，
远低于传统企业约23%的平均水平。长
期以来，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对
互联网巨头利用欧盟税法漏洞避税心
存不满。

除法国外，英国、意大利、奥地利、
新西兰等国也在考虑征收数字服务
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也正试图找到一个国际公认的解决方
案，将数字服务纳入税收框架。

分析人士认为，法国目前率先推
动国内立法征收数字服务税，是希望
以此为杠杆，推动在经合组织形成统
一的法律文本。法国官员曾表示，一
旦经合组织就征收数字服务税问题
达成共识，法国将立即废除国内相关
法律。

但美国商界团体、科技行业协会
和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普遍认为，
法国单边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做法是对
美国科技公司的“歧视”，支持美国政

府对此展开“301调查”。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

席、共和党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民主
党资深议员罗恩·怀登在一份联合声
明中说，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拟
征收数字服务税显然是“保护主义”措
施，将会造成美国企业岗位流失。

代表苹果、亚马逊、谷歌等科技企
业的信息技术产业协会副会长珍妮
弗·麦克洛斯基表示，协会支持美国政
府对此进行调查，但敦促美国政府本
着国际合作精神，不要使用关税作为
报复措施。

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启动“301
调查”后，双方将首先寻求磋商，如果
磋商不能达成一致，美国可能会对从
法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或其他
贸易限制措施。

麦克洛斯基还表示，数字化给国
际税收规则提出难题，支持经合组织
通过国际合作公正而谨慎地解决这些
问题，而法国单方面推进数字服务税
则令人担忧。

近年来，欧盟与美国科技企业的
矛盾愈演愈烈。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
的垄断、避税、隐私保护不力等都严加

惩罚，苹果、谷歌、脸书等知名美国科
技企业都未能幸免。

不过，欧盟国家与美国科技巨头
的较量只是欧美经贸摩擦的冰山一
角。此前美国已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
关税，遭到欧盟反制；此后美国又威胁
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虽然欧洲理事
会曾于 4月授权欧盟委员会与美国启
动贸易谈判，但谈判进展缓慢。

此外，美欧围绕航空补贴的贸易
争端已经持续15年，近来又发酵升级。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日发布拟对
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充清单”，涉
及奶制品、橄榄和威士忌酒等约 40亿
美元欧盟输美产品。

美方称，这是针对欧盟航空补贴
采取的关税反制措施的一部分。4月，
美国已经宣布了拟对欧盟输美产品加
税的“初步清单”，涉及价值约210亿美
元欧盟输美产品。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美法数字服
务税之争将进一步加大美欧解决贸易
争端的难度，双方贸易谈判前景愈加
不明。此前欧盟就已警告，如果美国对
欧盟产品采取进一步贸易限制措施，
欧盟将单方面终止与美国的贸易谈
判。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据巴基斯坦媒体 11
日报道，一列客运列车当天上午在该国
东部城市拉希姆亚尔汗与一列货运列
车相撞，已造成至少 13人死亡、超过 70
人受伤。

报道说，从巴东部城市拉合尔始发
的这列客运列车在拉希姆亚尔汗的沃
勒尔车站附近撞上了一列停着的货运
列车。事故造成客运列车多节车厢脱
轨。

目前，当地警察和救援人员已抵达
现场进行营救。部分伤员已被送至医院

接受治疗。医院方面消息说，由于部分
伤员伤势严重，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
能还会上升。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其社交
媒体账号上说，已指示铁道部采取紧急
措施应对铁路基础设施因长久失修而
产生的问题。

巴基斯坦火车相撞事故时有发生。
6月 20日，一列从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
奇开往拉合尔的客运列车在行驶至海
得拉巴市附近时与一列货运列车相撞，
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两列火车相撞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超过70人受伤

7月11日，在巴基斯坦拉希姆亚尔汗，人们聚集在事故现场。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希腊警方 11日发布
消息说，希腊北部多地10日遭暴风雨袭
击，至少 6人在极端天气引发的事故中
丧生。

据希腊警方消息，在灾情严重的旅
游胜地哈尔基季基半岛，6名游客在翻
车和屋顶坍塌等暴风雨引发的事故中
丧生，他们来自捷克、俄罗斯和罗马尼
亚。

恶劣天气还导致多地电力中断、道
路损毁。

另据媒体报道，极端天气引发的事
故还造成至少20人受伤。

据新华社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
关报《劳动新闻》11日在《朝中友好合作
互助条约》签订58周年之际刊发署名文
章，强调当前朝中关系正继承历史传
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发展。

这篇题为《日益发展的朝中友谊》
的文章说，“58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亲自签署的《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是能够持久巩固和发展在反帝自主和
追求社会主义的浴血斗争中结成的友

好合作关系的牢固法律基础”。文章强
调，这一条约为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
作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
要贡献。

文章说，当前的国际环境要求朝中
两国人民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发展好
朝中关系，这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岁月流逝，万物变迁，但朝中两国人民
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一真理永远不变”。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空降兵部队
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大规模演习，
2400多名空降兵完成了空降和占领敌
人军事目标的演习任务。

俄国防部当天发布新闻公告说，新
罗西斯克空降突击团的空降兵乘坐 40
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从远距离外的机
场机动至克里米亚，并在600米至900米
的高度进行空降。

公告说，空降兵同时空降至克里米
亚半岛的两个靶场。这两个靶场相距较
近，且均位于海岸线附近，实施空降的
难度相对较大。

公告说，此次空降行动由A-50U预
警机负责指挥，苏-27战斗机编组担任
空中护航任务。空降兵空降至地面后，
迅速占领并开辟野战机场，协助参加此
次演习的伊尔-76运输机完成降落。

俄罗斯2400多名空降兵
在克里米亚举行大规模演习

据新华社电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开发机构 11日宣布，日本隼鸟 2号探
测器当天再次成功着陆小行星“龙
宫”。隼鸟 2号今年 4月在“龙宫”上制
造了一个撞击坑，此次任务就是采集
从撞击坑中飞散出的小行星内部岩石
样本。

隼鸟 2号首先在小行星“龙宫”上
空约 20千米处待命，然后从 10日开始
朝距撞击坑不远的目标地点缓慢下

降，11日上午探测器短暂着陆“龙宫”。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放了地面控制
室内人员欢呼庆祝隼鸟 2号成功着陆
的画面。隼鸟2号采集样本后已再次飞
离“龙宫”表面。

隼鸟 2号 4月在小行星“龙宫”上
制造了一个直径达 10米的撞击坑，小
行星内部物质在相关弹丸的撞击下
四处飞散。由于撞击坑地形不平坦，
在这里着陆有困难，隼鸟 2号此次着

陆目的地是距撞击坑约 20 米的一处
地点。据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推测，此地可能有因弹丸撞击而飞散
的小行星内部物质堆积，厚度估计约
1厘米。

研究人员认为，小行星内部岩石
未受太阳风和宇宙射线影响，分析这
些岩石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小行星的形
成历史和太阳系的演化等。

“龙宫”直径约1千米，在地球和火

星之间的轨道上运行。这颗小行星被
认为含有水和有机物，与约 46亿年前
地球诞生时的状态相近。

隼鸟 2号于 2014年 12月从日本鹿
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经
过约3年半的太空之旅，于2018年6月
27日抵达小行星“龙宫”附近。今年 2
月，它首次成功在“龙宫”短暂着陆并
取样。隼鸟 2号预定于今年底离开“龙
宫”，2020年底返回地球。

日本探测器再次着陆小行星“龙宫”
采集小行星内部岩石样本

美国宣布对法国提议的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

美欧经贸摩擦再度扩大
朝鲜党报刊文

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签订58周年

希腊北部遭暴风雨侵袭
至少造成6人丧生20人受伤

中山市中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8月16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整体

拍卖以下标的:

标的为带租约拍卖，租期至2024年9月1日，租金25000元/月。标的过
户时发生的所有税、费、金均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者须于2019年8月15日

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划入我司指定账户（到账有效），并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及保证金缴款单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拍卖日前随时，请预约。标的详情请电话咨询。

公司地址：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36号中宝大厦三楼

联系电话：0760－88617986 18125333922 （陈生）

公司网址：www.zszbpm.com

编
号

1

标的名称

中山市石岐区
康华路7号
2层6卡

中山市石岐区
康华路7号
2层7卡

房地产
权证

2011年
9月
登记

用途

商业

占地/建筑
面 积（㎡）

63.03/
461.82

33.17/
243.03

现状

已租赁

起拍价
（万元）

704.85

拍卖
保证金
（万元）

150

中 山 市 物 资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7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现状以增价方

式公开拍卖：中山市南区城南一路17号办公楼底层商铺5-8卡租赁权，租赁期限：2019年11月1日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参考租赁面积：534㎡，租赁用途：金融，月租金起拍价：34710元/月，竞买保证金：
34710元。拍卖标的详情请登录http://ggzyjy.zs.gov.cn查阅。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料等到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
起止时间：2019年7月18日、19日两天（上午9：00-12：00，下午2:30-5:30）。竞买人在中山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大厅报名成功后，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交易系统将自动生成保证金账号，竞买人
应在2019年7月22日下午4时前在其账户将保证金以转账形式存入指定保证金账号（以到账时间为
准）。按规定缴纳保证金后经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交易系统确认缴费成功的竞买人才具有
参加拍卖会的资格；没有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系统不能确认的，将不具有参加拍卖会的资格。具体竞买
人办理登记手续的要求详情电话咨询或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索取http://ggzyjy.zs.gov.
cn，标的展示：2019年7月18日、19日，电话预约，资料备索。

拍卖公司地址：中山市火炬国际会展中心服务楼四楼，联系电话：85316788；监督电话（市拍卖协会）：
88228466；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行政服务中心二楼E区。

2019年7月12日

采购公告
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限公司兴中广场项目尚余少量商铺需招商，现向社会公开采购招

商代理服务，接受以下合格服务商参与洽谈。
一、项目名称：兴中广场招商代理服务（贰年）
二、采购内容：为兴中广场项目提供商业招商代理服务，以本公司名义对外代理招商。项

目位于中山市石岐区凤鸣路，招商商业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
三、资质要求：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且经

营范围须具有房地产中介服务或招商租赁服务。
四、报名资料（以下资料复印件盖单位公章并按顺序装订）：1、企业营业执照。2、同类项

目的相关业绩证明。
五、报名时间：2019年7月12日起六个月内有效，地址：中山市石岐区凤鸣路3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罗先生0760-88821826 、13802650077。
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中山市领恒电器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中山市领恒电器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情况公示如下：
项目位于南头镇国强路3号。年产阻尼块8200t、密封胶泥3000t、橡胶消音垫800t、

密封条500t，项目占地面积5333.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130.9平方米。现委托河南首创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征求受该项目运营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运营的单位和
个人的相关意见，公众可到环评论坛网站（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40283-
1-1.html）查看相关信息。

本公告发布起10个自然日内，公众可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意见或修改。
中山市领恒电器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12日

W20-19-0034 中山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

补充公告
根据市土地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现对2019年6月28日在《中山

日报》及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土地与矿业权交易公告版块中

公示，业务编号为W20-19-0034中山市西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

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改，如下：

一、对该用地的公告信息及交易文件内容中涉及“国有建设用地配建

人才安置房”的名称表述更改为“国有建设用地配建房”，配建房相关管理

事宜参照《中山市国有建设用地配建人才安置房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二、出让公告补充一项，“对纳入市自然资源局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

供的名单中存在失信行为的主体，在失信行为消除前，不得参与竞买土

地”。同时使用新版《信用承诺书》（模板详见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

户网站公告栏目）。

该用地其余出让条件不变。

特此公告。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7月12日

关于延期开标的公告
本公司组织的【皓玥花园前期物

业管理招标】，现因工作安排，开标时

间延期到2019年7月19日16:00。

特此公告。

中山市棕榈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