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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航空局
18日宣布，解除波音737 MAX型
客机在美国的停飞令，但这一机型
不能立即复飞，需要满足设计更改
和飞行员培训方面的要求。

联邦航空局发布的声明说，对
波音737 MAX客机历时20个月
的审查程序已完成，联邦航空局局
长史蒂夫·迪克森18日签署指令，

为737 MAX客机回归商务运营“铺
平道路”。不过，这一机型不能立即复
飞。

联邦航空局当天发布适航指令，详
述这一机型复飞前必须做的设计更改，
同时发布飞行员培训要求。声明说，美
国每一家运营波音737 MAX客机的
航空公司的MAX客机飞行员培训项
目修订内容都须得到联邦航空局批准。

美解除波音737 MAX停飞令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18日
宣布对多名伊朗官员和多个实体实
施制裁，并威胁在未来数周继续对
伊施压。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宣布制裁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长马哈
茂德·阿拉维和两名伊斯兰革命卫
队高级军官。一同被制裁的还有一
家慈善机构及其领导层与50家涉
及能源、矿产和金融多个行业的附

属实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

称，伊朗最高领袖通过该慈善机构来
奖赏其盟友，美国将继续制裁伊朗重
要官员及其收入来源。根据声明，受
制裁方在美国境内或受美方控制的资
产将被查封，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
交易，外国金融机构或个人与受制裁
方进行交易或向其提供支持也将面临
制裁风险。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经营性用地
（2020年宁溧出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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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批准，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对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地块范围内原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二、出让价格

三、出让条件
本次出让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控

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下空间的
开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江
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58号）、《江苏省自然资
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
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资党组发〔2019〕94号）等法律法规和
技术规范标准有关规定。

NO.溧水2020G45:
1.该地块竞买保证金为出让金起始价的50%，地块成交后一

个月内交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2.该地块竞买人应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
3.该地块为永阳街道拆迁安置房项目用地，该安置房项目实

行“五限一竞”出让回购方案。受让人不得将出让地块（包括在建
的建筑物）的权属用于抵押融资，区不动产部门不予办理不动产
抵押登记权证。项目建成后包括地上计容面积、非计容面积和地
下建筑面积在内的全部项目，由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街道
办事处统一回购，回购价：地上安置房7280元/平方米，各种配套
用房6300元/平方米，地下工程3500元/平方米。

4.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与南

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办事处签订安置房回购协议。
NO.溧水2020G46:
1.该地块为石湫街道拆迁安置房项目用地，项目建成后安置

房全部由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石湫街道办事处回购，用于安置
房拆迁户，回购价格为:18257.516924万元。

2.该地块地上建筑物已建成，地块竞得人应向南京市溧水区
人民政府石湫街道办事处支付已建成地上建筑物工程造价款(不
包含在挂牌出让起始价中)13257.516924万元。

3.竞得人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石湫街道办事处支付已
建地上建筑物工程造价款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之前。

4.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土地竞
买人须提供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石湫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安
置房回购协议。

NO.溧水2020G47-48:
1.该两宗地块为洪蓝街道拆迁安置房项目用地，项目建成后

安置房全部由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洪蓝街道办事处回购，用于
安置房拆迁户，回购价为:1期12600万元、2期38943万元。

2.该地块地上建筑物已建成，地块竞得人应向南京市溧水区
人民政府洪蓝街道办事处支付已建成地上建筑物工程造价款(不
包含在挂牌出让起始价中)1期8480万元、2期33643万元。

3.竞得人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洪蓝街道办事处支付已

建地上建筑物工程造价款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之前。

4.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土地竞
买人须提供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洪蓝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安
置房回购协议。

以上地块的具体出让条件详见该地块挂牌出让文件。
四、交地条件
土地交付条件：NO.溧水2020G45：净地出让，即地块范围内

房屋及建、构筑物拆至室内地坪，其余维持自然现状。出让范围
内杆（高压）管线、电（光）缆等由受让人按规定自行处置，外部条
件（道路、水、电、气等）均以现状为准；NO.溧水2020G46-48：地
块已建成部分地上建筑物，符合规划，建筑物予以保留并计入容
积率，地块范围内房屋及建、构筑物交付维持自然现状，外部条件
（道路、水、电、气等）均以现状为准。

五、竞买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本次出让地块不接受自然人竞买和联
合竞买，只能独立竞买。

1.以上住宅（商住）用地的境内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及后续
购地资金须为竞买人自有资金，并提供经江苏省财政厅公布的在
南京市范围内注册经营的3A级及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
计师鉴证的《住房和商住用地竞买保证金/成交价款来源情况申
报表》及审计报告，通过相关审查后方可报名。

2.竞得人所持股份大于50%的前提下，可就该地块开发成立
项目公司(另有约定的除外)。商住、住宅地块的受让人如需变更
受让主体为项目公司的，应在出让成交后1个月内（其他地块应
在出让成交后3个月内）提交符合变更主体资格条件的书面申
请，并与出让人签订《出让合同》后再申请变更受让人，变更后原
出让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由新受让人履行。逾期未申请的，
按土地转让办理。

六、交易方式和时间
1.溧水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实施网上交易。竞

买有资格审查要求的地块请携带相关资料至溧水区天生桥大道
600号市民之家四楼D3区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审核。

2.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2月9日至2020年12月18日（报
名截止时间），在工作日9:00至16:00期间可登录南京土地市场
网“溧水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备案、报名。

3.同一出让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且已有有效报价
的，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限时竞价时间为2020年12月21日上午
10:00开始，以交易系统显示的时间为准。

七、竞得人确定
在挂牌时间截止时，地块无人报名，地块流标；地块只有一家

竞买人报名，并有不低于起始价的有效报价，该地块在挂牌时间
截止时即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竞买同一地块，竞价最高
者为竞得人。

八、风险提示
1.竞买人应仔细阅读《出让公告》及挂牌文件，了解土地竞价

规则和相关要求，充分认识土地挂牌、拍卖及开发建设等方面风
险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开发企业应严格自律，不得泄露报名及竞买信息，对泄露相
关信息影响土地市场秩序的，将纳入土地市场信用记录，一年内该
企业及同一集团成员企业不得进入南京土地市场参与土地竞买。

九、成交手续办理
竞得人竞买成功后，须在网上交易系统下载“南京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得通知书”，持“竞得通知书”及报名资
料原件及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与出让人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十、资金要求
地块成交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地块成交后一个月内缴纳成交价款50％的土地出让金，
其中20%作为出让合同定金，出让金价款在地块成交后三个月
内全部交清（有其他限制性要求的地块除外），具体付款日期以土
地出让合同为准。

十一、其他
1、竞买人应认真阅读地块公开出让文件，全面了解地块情

况及出让要求。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由南京市溧水区土地

交易中心具体承办。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对本《公告》有解

释权。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

2020年11月19日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地址：南京市溧水区中山
西路17号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权益利用科（土地交易中
心）地址：南京市溧水区天生桥大道600号市民之家四楼D3区
（南京市溧水区土地交易中心）

网站：溧水建设用地网上交易系统
（http://58.213.128.148:801/）
南京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nj.cn）
江苏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js.com）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
（http://www.jsmlr.gov.cn/njls/）
联系电话：业务咨询电话：(025)57217257

财务咨询电话：(025)57236161
网络系统咨询电话：(025)89691019

地块编号

NO.溧水2020G45

NO.溧水2020G46

NO.溧水2020G47

NO.溧水2020G48

起始价（万元）

23730

5000

4120

5300

最高限价（万元）

/

/

/

/

加价幅度（万元）

500

100

100

1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865

1000

824

1060

序
号

1

2

3

4

地块编号

NO.溧水
2020G45

NO.溧水
2020G46

NO.溧水
2020G47

NO.溧水
2020G48

地块位置/名称

永阳街道机场路以南、马场路以北
（锦和家园五期安置房）

石湫街道中心河路以东，三干河以北
（石湫四期安置房）

洪蓝街道凤凰井路以西，华塘南路以南
（华塘一期安置房）

洪蓝街道凤凰井路以东
（华塘二期B安置房）

四至

东至琴音大道，南至马场路，
西至薛李东路，北至机场路。

东至现状，南至三干河路，
西至中心河路，北至石湫大道。

东至凤凰井路，南至卫生院，
西至滨河东路，北至华塘南路。

东至现状，南至123省道，
西至凤凰井路，北至七里甸路。

总用地面积
（㎡）

49626.66

24035.67

24934.69

32069.23

出让面积
（㎡）

49626.66

24035.67

24934.69

32069.23

出让
年限

70年

70年

70年

70年

规划指标

规划用地性质

R21住宅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

1.0＜Far≤2.2

1.01≤Far≤1.8

1.01≤Far≤1.5

1.01≤Far≤1.6

建筑高度（m）

35≤H≤80

H（m）≤35

H（m）≤24

H（m）≤35

建筑密度（%）

≤25

≤20

≤25

≤28

绿地率（%）

≥35

≥30

≥30

≥35

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18日重开阿尔阿尔口岸，这是两国时隔30年正式
重开这一重要边境口岸。伴随口岸重开，两国间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预计将
得以加强。图为18日在阿尔阿尔口岸拍摄的货车。 新华社发

确诊病例增长迅猛

2月14日，埃及报告非洲大陆首例
新冠确诊病例。8月7日，非洲疾控中心
报告非洲大陆确诊病例超100万例。从
1例到100万例，用时近半年；从100万
例至200万例，用时仅约3个半月。

尽管目前非洲新冠确诊和死亡病
例占全球总数比例均不到4%，但由
于非洲医疗卫生条件不佳、检测能力
不足、卫生投入有限，实际感染人数可
能超过所报告数字。世界卫生组织非
洲区域主管玛奇迪索·穆蒂日前说，多
数非洲国家专注于检测旅行者、病人
或接触者，我们估计有一定数量的新
冠病例被遗漏。

非洲不同国家的新冠疫情差异较
大。10月中下旬以来，北非和东非一
些国家疫情出现快速上升势头，但西
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疫情相对稳定，有
些国家的新冠疫情处于下降周期。

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就累计
确诊病例数而言，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非洲国家有南非、摩洛哥、埃及和埃塞
俄比亚。目前，南非、摩洛哥、埃塞俄
比亚等10个非洲国家的新冠检测量
占整个非洲的75%。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
12日说，此前一个月非洲每周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平均增加8%。截至11月
8日的一周内，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

周增加13%，新增死亡病例比前一周
多出18%。肯格松计划访问肯尼亚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近期这两国新冠
病例快速增加。肯格松强调，疫情防
控不能松懈，应继续采取包括戴口罩
在内的防控措施。

防范不力疫情反弹

为恢复经济，不少非洲国家从七
八月起取消封城、宵禁等措施，陆续
恢复城市间交通和国内外航线，逐步
复工复产复学。人们的新冠防范意
识逐步弱化，结果疫情出现一定程度
反弹。

进入秋冬季后，摩洛哥新冠疫情
反弹趋势愈发明显，单日新增确诊和
死亡病例数逐月升高。进入11月以
来，摩洛哥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例超
过5000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多次超
过80例。摩洛哥卫生部12日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6195例，创该国疫情发生
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肯尼亚正迎来其疫情暴发以来最
严峻时刻。在11月前两周，肯尼亚累
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14081例，死亡
253例。肯尼亚卫生部认为，民众未
严格遵守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规
定是疫情加剧的主要原因。

截至目前南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
75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万例，是疫
情暴发以来非洲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

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南非疫情在
今年7月达到高峰，其高峰期每日新
增确诊病例1.2万例左右。10月以
来，该国疫情逐渐平稳，当前每日新增
确诊病例2000例左右，住院新冠患者
人数也稳步下降。

南非参与疫苗研发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呼吁民
众勿对新冠掉以轻心，要继续保持社
交距离，以防疫情再度蔓延。他指
出，东开普省的疫情当前已有反弹迹
象，随着圣诞假期临近、人员往来增
多，若不多加注意防疫，疫情很可能
再度加重。他说，南非政府已按世卫
组织专家组建议制定了防止疫情反
弹计划，其内容包括重视社区防控宣
传、对密切接触者加强追踪、培训医
务人员等。

南非还积极参与新冠疫苗研发，
当前有3种疫苗正在南非进行3期临
床试验。南非本土制药企业阿斯彭医
药保健公司与美国强生公司初步达成
疫苗生产协议，届时可实现疫苗本土
生产与包装，预计这些疫苗不但可以
满足南非本土需求，还能惠及非洲其
他地区。 （据新华社电）

下图：在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的
拉斯杰迪尔口岸，利比亚医务人员进
行新冠疫情检测准备工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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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非洲疾病控制中心19日发布的数据，非洲新冠确诊病例已突

破2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4.8万例。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卫生部门

呼吁民众提高警惕，严防疫情反弹。

据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约翰逊
19日宣布，英国政府将在未来4年
内对国防部追加总共165亿英镑
（约合218亿美元）的军费投入，主
要用于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

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说，这是30
年来英国政府最大规模的军事投资
计划。

约翰逊当天对议会下院正式公
布该计划时说，这笔额外的军费将

以每年约40亿英镑投入，主要用于尖
端技术，打造新的人工智能机构及太
空司令部等。

约翰逊表示，这些军事投资有
望每年为英国新增 1 万个工作岗
位，有助于增强英国的全球影响
力。他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目前国
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竞
争更加激烈”，英国必须全面升级国
防能力。

英宣布30年来最大军事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