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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访中东安抚盟友
美国召集“历史性”会议，被一场恐袭破坏气氛

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二、申请人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政策等
另有规定及列入临沂市土地市场诚信
体系黑名单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三、竞买申请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登录
临沂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获取出
让文件或向出让人咨询，并按出让文
件要求和系统提示填写竞买申请书。

申请人拟在竞得土地后成立新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申请书中予
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
立时间等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及报价时间
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

2022年4月13日上午9时至2022年4月
26日17时，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经
交易系统确认后，方为具有报价资格
的竞买人。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后，必
须在挂牌期内进行报价，否则无法竞
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五、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实行网上交易(不接受其他方式的
申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挂牌时间为2022年4月19日上午9
时至2022年4月29日上午9时。

挂牌时间截止时，如有多个竞买人
报价，交易系统将转入询问期，询问有
报价的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询问期结束
后直接进行网上限时竞价(如确有特殊
原因致使无法直接进入网上限时竞价
的，将在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
告，择期进行)，确定竞得人。

六、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度，
竞得人应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发出

《成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持下列
材料到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
资格审查，办理《成交确认书》：

1 .竞买申请书(自行登录系统下
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2 .竞买资格确认书(自行登录系
统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3 .成交通知书(自行登录系统下
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4 .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5 .出价记录；
6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7 .授权委托书；
8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身份证

及复印件；

9 .法人公章；
10 .出让文件规定的其他材料。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应详细了解本次网上挂

牌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
申请即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
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
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请在网页提示下使用网

上交易系统，并慎重上传需提交的资
料。如上传虚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
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将被列
入临沂市土地市场诚信体系黑名单。

(二)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
发出《成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按
照资格审查的要求提供有关材料。土

地竞得人不按上述要求提供材料或提

交虚假材料的，资格审核通过后应签

订《成交确认书》而不签订的，撤销竞

买资格，没收50%的竞买保证金(最高

不超过起始价的20%)，竞得结果无

效，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新挂

牌出让。
(三)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需使

用自备电脑登录交易系统参加限时竞

价。为保证网上限时竞价的顺利进行，

请按照《土地竞买人操作手册》要求设

置网络环境。(《操作手册》在临沂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专栏，请认

真阅读)。
九、联系方式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兰陵县城东苑新区东路5号

咨询电话：0539-5283067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北城新区北京路8号

咨询电话：0539-8770108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技术支持

电话： 0539-8770063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28日

兰陵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兰陵自然资规让告字[2022]3号

经兰陵县人民政府批准，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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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年)

规划指标要求 竞买保证金
（万元）

挂牌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兰陵-2022-03 兰陵县南桥镇南桥村 8644 商住用地（商住比2：8） 70
＞1 . 0
≤2 . 6

≤35% ≥30% 908 908 50

注：该地块范围内的原有土地权利证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废止。

恐怖袭击再起

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北部城市哈代
拉，距特拉维夫大约50公里。据以色列媒
体报道，两名男子在哈代拉街头持枪行
凶，导致两名以色列警察身亡，另有6人
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报道说，袭击者先开枪打死一人，随
后开始疯狂扫射。正在附近一家餐馆的
警察听到枪声后赶往现场，将袭击者击
毙，“避免了更大的恐怖袭击发生”。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
理贝内特迅速赶到袭击现场，听取安全
部队情况介绍。国防部长甘茨发表声明
说，将坚决打击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

事发后，“伊斯兰国”通过其发声渠
道认领此次袭击。按照以色列安全部门
的说法，两名枪手是以色列籍阿拉伯人，
同情“伊斯兰国”。

本月22日，一名以色列籍阿拉伯男
子在以南部城市贝尔谢巴持刀砍杀并驾
车冲撞平民，导致4人死亡、2人受伤。行
凶者后被路人击毙。以色列安全部门认
定行凶者同情“伊斯兰国”，警告随着斋
月临近，以境内发生袭击的风险增加。

安抚以阿盟友

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
哥、埃及外长级会议定于当地时间28日
开始，为期两天。此次外长会被以色列外
交部长拉皮德形容为“历史性会议”，会
址选在地处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的斯
代博克农庄。

只差“临门一脚”的伊核谈判是布林

肯此行的一大背景。此前，以色列、阿联
酋均对美国对伊朗政策表示不满。以色
列指认伊朗以民用核计划为掩护研发核
武器，反对美国恢复履行协议。据路透社
报道，布林肯将就美方恢复履行伊核协
议相关问题安抚以阿盟友。

在上届美国政府积极推动下，阿联
酋、巴林和摩洛哥2020年分别与以色列
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美方称之为《亚伯
拉罕协议》。埃及则在43年前就与以色列
实现关系正常化，常在以色列与巴勒斯
坦、阿拉伯国家冲突中扮演调解角色。

布林肯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外长拉
皮德共同出席记者会时强调，美方相信
恢复履行伊核协议“是将伊朗（核）项目
重置于往昔框定范围内的最佳方案”，但
无论是否恢复，美方保证“坚持伊朗绝不
能获得核武器的核心原则不动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
中民表示，伊核协议有望恢复，但近期美
国态度却不断“变脸”。此前俄罗斯称得
到美国书面保证，不会将制裁俄罗斯与
伊核问题挂钩，但近日美国方面的表态
又转向消极，称签署协议的条件尚不具
备，“美国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混乱。”

另一方面，中东也是油气资源的主
要集聚地。美国政府希望主动出击，推动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走近，拉拢油气国
家站队美国对付俄罗斯。

美国被批“双标”

巴以关系也是布林肯此访的重点议
题之一。自去年5月，以色列与加沙地带
武装组织爆发严重冲突以来，巴勒斯坦
问题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抵达以色列前，布林肯在约旦河西
岸城市拉姆安拉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
斯，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并借机要求巴
方就俄乌冲突谴责俄罗斯。阿巴斯则拒
绝美方施压，指责西方国家“双标”。

“当前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彰显（西方）
赤裸裸的双重标准，”阿巴斯告诉布林肯，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
我们没发现（西方）有人要求以色列对自
身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行为负责。”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阿巴
斯在会见中介绍了巴以局势最新进展，
呼吁美方履行对巴勒斯坦的承诺，遵守

“两国方案”，督促以色列停止犹太人定
居点建设和敌对行为，并尊重耶路撒冷
的历史地位。

上届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以所谓
“中东和平新计划”取代“两国方案”，将美
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不再
视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设犹太人
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巴方对此强烈反对，
拒绝接受美方主导斡旋巴以和平进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
则认为，拜登上台后，希望纠正特朗普时
期的错误做法，包括重返伊核协议，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强调“两国方案”等。不过，
由于美国精力所限，拜登政府很可能只
是“秀一下态度”，无法让这些问题得到
实质性解决。 综合新华社、上观新闻

俄乌冲突持续发酵，伤亡
人数不断攀升，给欧洲乃至世
界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然而，美国军工巨头却获得巨
额收益，其股票价格大幅上涨。
一些美国前政界人士和专家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详解美国军
工企业的俄乌冲突“生意经”。

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反战
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
斯珀林告诉记者，美国军工企
业的游说力量不容小觑，它们
想要的至少是军事紧张局面，
以刺激武器需求。

此外，政商“旋转门”是普
遍现象。军方高官、国务院官员
卸任后经常在军工企业董事会
任职或担任顾问、游说人员，而
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的人也可能
回到政府任职。斯珀林说，对抗
性的、军事化的应对，更符合他
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202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竞
选人、国会前众议员加巴德2月
中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警示，
军工复合体控制着美国政府，民
主、共和两党中的好战分子都
一直在煽动俄乌紧张局势。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早在
今年1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首席执行官泰兹利特就表示，
大国竞争导致国防预算膨胀，
将为公司带来更多业务。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主
要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从年初
的每股354美元一路上涨至3月
25日的453美元，涨幅28%。雷
神技术公司同期涨幅近20%。
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
动力公司股价也都大涨。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会两党对增加
国防预算的共识越来越强烈。本月参议院通
过1 . 5万亿美元联邦政府2022财年综合拨款
法案。其中，国防支出7820亿美元，比2021财
年增加420亿美元。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丘萨克告诉记
者，国会通过的国防预算数额高于白宫提议，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持国防预算是一种

“非常廉价的爱国主义”。国会议员担心遭到
来自极右翼的攻击，投票反对为军队提供支
持在政治上不划算。

此外，欧洲国家纷纷调整防务政策，也为
美军工巨头带来“商机”。斯珀林说，北约成员
国大量使用美国武器，相当一部分防务合同
会落入美国企业手中。

为保障源源不断的战争财，军工企业在
游说上一向“大手笔”。斯珀林在国会工作期
间与游说人员打交道，了解了这些企业的“手
段”。他告诉记者，美国军工企业会把就业岗
位分散到全国各地，让全国成千上万的工作
与国防产业相连。国会如果推动削减国防支
出，将面临巨大阻力，因为这可能导致议员所
属选区民众大量失业。 据新华社

葛国际观察

当地时间27日，刚
陪总统拜登参加完欧洲
系列峰会，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马不停蹄抵达以
色列，出席一场罕见的
由以方“做东”、地区四
个阿拉伯国家参与的外
长级会议。不过，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认领当天
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一
起袭击，令本次会议召
开气氛多少受到影响。

3月27日，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首都

特拉维夫。 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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