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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4 国际·体育

伊朗敦促西方“采取理性态度确保世界能源安全”

韩国首个月球轨道
探测器升空

法国出招应对严重干旱

呼和浩特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呼国土储告〔2022〕06号

宗地编号

呼土收储挂2022022号

呼土收储挂2022023号

呼土收储挂2022024号

宗地位置

察哈尔大街以北、规划十四路以东

哈拉更西路以西、40米规划路以北

察哈尔大街以北、哈拉更西路以西

供地面积

平方米

24184.501
49730.854
68064.928

亩

36.277
74.596

102.097

土地用途（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

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

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

容积率

<2.5
<1.5
<1.5

建筑密度

——

——

——

绿地率

——

——

——

出让年限
(年)

40
40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156.0532
6415.2304
8882.405

起始交易价
（万元）

3156.0532
6415.2304
8882.405

竞价递增最小
幅度（万元）

100
200
200

地价款缴清时限

成交价款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成交之日起30日内缴清

成交价款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成交之日起30日内缴清

成交价款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成交之日起30日内缴清

公共租赁住
房配建要求

不配建

不配建

不配建

备注

具体出让条件详见宗地简介

具体出让条件详见宗地简介

具体出让条件详见宗地简介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
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土地收储中心）决定以
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3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
委托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出让。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情况详见“附件：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宗地面积以实
测面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
符合条件的，均可参加竞买并单独申请（申请人
申请竞买工业用地、科研用地的应当符合竞买地

块的产业准入条件）。
三、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接受拖

欠市本级土地出让价款企业及其股东申请，也不
接受失信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计入呼和浩特市
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监督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平
台D级及以下企业）。

四、本次交易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交易价。

五、本次出让宗地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文件》、《土地出
让宗地简介》、《网上交易系统用户手册》。

申请人可于 2022年8月6日至2022年8月25

日在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交易系统）（http://110.16.70.81:8090/trade-engine/
trade/index）、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局官网（http://ggzy.huhhot.gov.cn/）查阅挂牌相关信
息，登录“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110.16.70.81:8090/trade-engine/trade/in⁃
dex）”，点击“土地竞买”，在对应土地资源详情中下
载获取挂牌出让有关文件等。

六、申请人应当在 2022 年 8 月 25 日（出让公
告期截止日）16时前，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办理CA锁及企业诚信入库工作。首次登录交

易系统的申请人需进入互认平台进行认证，查看
《网上交易系统用户手册》操作流程，根据申请人
类型，办理网上报名、网上交纳竞买保证金（以银
行到账时间为准）等工作。

七、有意竞买者可自行前往公告出让地块现
场踏勘。市土地收储中心负责本次出让活动书
面答疑。受理答疑时间自2022年8月8日至8月
12日，其它时间不受理答疑申请。具体规定详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文件》。
八、本次出让竞价时间自2022年8月26日9时起

至9月5日15时30分止。网上交易系统接受竞买人
竞买报价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5日15时30分。

如果挂牌时间截止时仍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延时竞价，通过延时竞价系统报
价，确定竞得人。

九、特别提示
（一）申请竞买资格的截止时间和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均为2022年8月25日16时。
（二）申请人须使用 CA 锁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并及时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交
纳时间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交易系统自动颁
发的《竞买资格确认书》作为申请人参与竞买的
有效凭证。

（三）申请人的基本账户是市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代收代退竞买保证金的唯一账户。
十、本次出让公告、挂牌文件、宗地简介等如有

变更或补充，以原发布渠道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5 楼

502（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2号）
联系电话：0471—4669396
联系人：魏女士 张女士
附件：《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

基本情况》
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2022年8月6日

坚守“人民金融”本色 全力提升服务质效
近年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

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
穿到经营发展和金融服务的全过
程，深入推进“为民、惠民、利民、安
民”金融服务工作，助力民生发展，
为老百姓谋福利。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不断推
出惠民利民服务的新措施，把实现
全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工
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组织辖属
二级分行通过邀请当地重点高中
学校和著名报考团队举办志愿填
报讲座等形式，开展“高考季”活
动，助力考生梦想启航，以实际行
动彰显大行的责任与担当。针对
近年来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工商
银行内蒙古分行坚守“人民金融”

本色，致力于守护人民群众金融财
产安全。加强组织推动，积极推进
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理。通过增
强尽职调查、账户回访、设置网银
支付限额、事前事中干预等措施，
阻断电信诈骗资金链。为顺应互
联网时代人民群众金融行为特征
的变化，加强金融供给，工商银行
内蒙古分行从自身生态建设、个人
客户维护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坚
持以科技创新履行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从而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
和构建美好生活。今后，工商银行
内蒙古分行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
初心，聚焦全区居民美好生活需
要，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为
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注入
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乒乓球常规挑战赛突尼斯站：国乒四人挺进单打八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就美
国与伊朗恢复履约继续谈判前夕，伊朗
政府敦促西方国家采取理性态度确保
世界能源安全，认识到全球石油市场的
稳定需要伊朗石油“回归”。

伊朗敦促“去政治化”
伊朗石油部长贾瓦德·奥吉 3 日以

视频方式出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31次部长级会
议期间表示，“去政治化”对全球能源安
全而言尤为必要，“危害能源安全和加
剧市场动荡对各方来说都是双输结
果”。

本次“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召开
前，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石油消费国多次
敦促主要产油国扩大增产规模，以平抑
石油价格，缓解国内通胀压力。然而，
本次会议最终仅决定将9月日均产量小
幅上调10万桶。

奥吉敦促西方国家“采取理性态度
确保世界能源安全”。他说，当前全球
石油市场需要伊朗石油的“回归”来满
足部分客户需求，这将有助于平衡供
需、稳定市场。而兑现伊朗石油出口能
力，需要西方大国展现政治意愿、做出
政治决策。

美国 2018 年 5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
问题全面协议，随后对伊朗石油、金融
等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领域实施严厉制
裁，伊朗日均石油出口量从制裁前的超
过 250 万桶大幅下降，2020 年一度低至
10万桶。

市场分析认为，如果美国解除制
裁，伊朗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多供应至
少 100 万桶石油。奥吉表示，伊朗已做
好增产准备，以尽快恢复至制裁前水
平。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 32 次

部长级会议将于9月5日举行。
美国制裁继续加码

舆论注意到，伊朗在伊核协议相关
方就美伊恢复履约继续谈判前夕做出
上述表态。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
席谈判代表阿里·巴盖里 4 日抵达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

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也
已抵达维也纳。他将通过主持谈判的
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恩里克·莫拉
与伊方谈判。巴盖里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说，期待美方“展现出成熟并负责任
地行动”。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
退出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
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
2021 年 4 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在

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
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谈判今年
3月以来暂停。经欧盟协调，美伊代表6
月底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谈判，
但未取得进展。

本轮维也纳谈判重启前，美国政府
再对伊朗祭出制裁大棒，宣布制裁涉及
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的部分实
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扬言，
在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前，美方将继续利
用制裁“打击伊朗石油、石油产品和石
化产品的出口”。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
回应说，美国政府沉迷于使用制裁作为
打击他国的工具，这是美国霸权体系的
一个标志。

（新华社电 高文成）

新华社突尼斯8月4日电 世界乒
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常规挑战赛突
尼斯站4日决出单打八强，中国队的林
高远、薛飞、范思琦、张瑞四人晋级。

林高远在男单第二轮中直落三局
轻松击败日本选手丹羽孝希，下一轮将
对阵瑞典选手法尔克。薛飞以 3∶1 淘

汰了来自瑞典的佩尔松。另外两名中
国队选手失利出局，刘丁硕0∶3不敌巴
西名将卡尔德拉诺，袁励岑0∶3负于斯
洛伐克选手汪洋。当日还爆出一大冷
门，头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0∶3
负于法国新星亚·勒布伦，后者将与薛
飞争夺四强席位。

女单比赛中，范思琦以3∶2险胜法
国老将袁嘉楠，张瑞同样苦战五局击败
日本选手平野美宇，两位国乒队员将
在下一轮正面交锋。此外，中国队蒯曼
1∶3负于代表摩纳哥出战的杨晓欣。

当天的双打赛事中，林诗栋/蒯曼
0∶3负于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张本美和，

中国队无人晋级混双四强。张本智和/
张本美和与中国台北组合冯翊新/陈思
羽在此后的半决赛中分别胜出，将在
5 日争夺冠军。

中国队的赵子豪/薛飞晋级男双四
强，蒯曼/张瑞、何卓佳/石洵瑶闯入女
双半决赛。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吴
俊宽、王楚捷）2022 年 8 月 8 日是我国
第 14 个“全民健身日”。记者 5 日从国
家体育总局获悉，今年 8 月 8 日前后国
家体育总局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
展“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4000余个。

据介绍，今年的“全民健身日”主
题活动以“贴近群众、方便参与、丰富
多彩、注重实效”为原则。据不完全统
计，8 月 8 日前后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
主题活动 4000 余个，覆盖全国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活动涉
及的运动项目包括球类、跑步健走类、
冰雪类、体能类、棋牌类、武术类、操舞
类、民俗类等，实现全地域覆盖、全项目
设置、全龄化参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
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将与河
北、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
西等省（区）共同主办“全国2022年‘全
民健身日’主题示范活动”。

在充分发挥品牌赛事活动示范引
领作用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还针对

今年“全民健身日”发布了全民健身系
列公益广告和海报，旨在广泛宣传全
民健身的重要意义，号召群众积极健
身、科学健身。此外国家体育总局还
计划组织国家队、省（区市）队运动员
进中小学校、进社区开展健身指导服
务工作，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

为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持续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巩固和扩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今 年“ 全 民 健 身 日 ”期 间 还 将 开 展

“2022年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系列活
动，包括首都体育馆体育公园正式对
社会开放、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
主题活动等。

另据介绍，本次“全民健身日”主
题活动依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各地计划开展线上活动 100 余
个。“全民健身日”期间，将在“全民健
身线上运动会”平台陆续上线骑行、跑
步、颠球、铁人三项、滑板、跳绳等项目
活动。

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8月5日，游客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王宫参观。
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王宫是比利时王室的办公

场所，并用于国事活动和王室典礼。每年夏天王宫按传
统对公众免费开放，访客在网上预约后可以前来参观。
今年的开放日活动为7月23日至8月28日。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比利时王宫迎来暑期开放季

韩国首个月球轨道探测器4日从
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开启韩国
探月之旅。

据韩联社报道，这个探测器搭乘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
箭，于格林尼治时间 4 日 23 时零 8 分
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
地发射升空。

探测器名为“Danuri”，重 678 公
斤，配备6台仪器，包括为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执行观测任务的仪器。探测

器采用一种节省燃料的飞行方式，预
计于今年12月抵达月球轨道，执行为
期至少一年的绕月飞行探测任务，包
括寻找月球着陆点和测试太空互联网
技术等。“Danuri”号的绕月飞行轨道
距离月球表面100公里。

这是韩国首个探月飞行器。据路
透社报道，韩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七个
开展月球探索的国家。韩国计划在
2030年左右发射月球着陆探测器。

（新华社电 袁原）

法国正遭遇罕见干旱，农业灌溉等
受到严重影响。法国政府5日责成一个
危机应对工作组负责协调各部门工作，
以应对旱情。

法国总理办公室 5 日发表声明说，
“这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不但对农民而言是灾难，对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也构成灾难。“旱情可能会
在今后两周持续，甚至可能恶化”。

随着酷夏气温飙升，法国各地的
江河湖泊蒸发 量 加 大 、水 位 不 断 下
降 ，农 业 灌 溉 需 求 难 以得到保障。
不少人担心，这可能导致谷物和其
他农作物减产，使得食品价格进一

步上涨。
总理办公室声明说，法国政府决定

启用一个跨部门的危机应对工作组，协
调各部门工作以缓解旱灾影响。此外，
法国政府呼吁全民节约用水。

据法新社5日报道，法国96个省份
目前几乎全部发布了节水措施。其中，

62个省份发布了最高等级的旱灾警告。
法国电力公司旗下多家核电站近

日减少发电量，也与持续高温有关。眼
下自然水域水温较高，影响核电站冷却
反应堆用水，因此核电站减产以确保安
全性。

（新华社电 杨舒怡）

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记者 刘
春燕）根据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
据，美国经济今年已连续两个季度负
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日本媒体和
专家认为，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美国
经济迅速降温，加重全球经济下行压
力。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为避
免在 11 月中期选举之前被贴上政策
失败的标签，美国政府高官坚决否认
经济陷入衰退，但自 1949 年以来美
国技术性衰退一共发生了 10 次，其
后都被正式认定为经济衰退。

多名日本经济学家指出，由于通
胀飙升，美国消费者信心大幅恶化。
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之后，个人消费
大幅放缓，设备投资下滑，住宅投资
骤降，工业生产数据也呈现疲软，美
国经济正迅速降温。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研究员窪
谷浩指出，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
于市场预期，民间需求减速非常明
显。

野村证券经济学家雨宫爱知认
为，美联储去年误以为供给不足不会
长期化，错失提前加息机会，导致今
年以来通胀不断攀升，创下 40 年新

高，最后被迫采取激进的加息政策。
美联储此轮加息恐将持续至明年 2
月，而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持续至明年
年底。

日本媒体和专家认为，在能源价
格高企、乌克兰危机持续、全球经济
面临多重下行风险背景下，美联储激
进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不仅令新兴市场国家进口物价上
涨、债务负担加重，也同样冲击日本
等发达经济体。

日本经济新闻社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作为日本内阁府景气判断的
先行指标之一，日经商品指数 7 月结
束连续 26 个月的上升势头，自 2020
年4月底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已大幅贬
值约 20%，进一步放大能源涨价对
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国内物价快
速上涨，核心通胀指数连续 10 个月
同比上升；个人消费受到抑制，家庭
消费开支连续 3 个月同比下滑。鉴
于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外需下
滑将令日本经济复苏的环境更加严
峻，日本内阁府日前将本财年经济增
长预期由年初预计的 3.2%下调至
2%。

日本专家认为美国衰退
加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