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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土资源部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相关精神，现对贵州省平
坝县何家院矿区水泥用石灰岩采矿权转让及法人变更公示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
（一）采矿权名称：贵州省平坝县何家院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
（二）采矿许可证号：5204002009127130050327。
（三）发证机关：安顺市国土资源局；有效期：2009年 12月28日至

2039年 12月28日。
（四）地理位置：矿区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城关镇马田村。
（五）矿区面积及坐标：面积1.5814平方公里，矿区坐标如下：

二、转让人基本情况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贵州安顺昌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新华
注册地址: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城关镇马田村。
三、受让人基本情况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台泥（安顺）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义钦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城关镇马田村。
四、转让方式：整体出售。
五、公示时间：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4日。
公示期内对转让矿权有异议，请以书面材料形式送安顺市国土资源局

及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以公示期内收到时间为准）。
安顺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14年11月21日

安顺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关
于贵州省平坝县何家院矿区水
泥用石灰岩采矿权转让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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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安顺惠民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3年3月29日以出让方式取得位
于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土地证书号为：安国用（2013）第035号。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29776.00平方米，用途为批发零售
用地。安顺惠民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用以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安
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价格为人民
币贰亿零壹佰万元整，作一次性完全转让。借款
期限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2017年5月19日
止。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二日内对上述抵押担保行

为及他项权利有异议的，请到安顺市土地登记事
务所提出申请。

联系电话：0853-3321377
联 系 人：黄元佳 华芳
特此公告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

贵州黔中大洋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拟以其位于幺铺镇幺蔬村
（贵烟公路旁）的一幅国有出让土
地使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登记，借款人为黄雄，土地证号：
安开国用（2011）第047号，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其他商服，面积为
1341.70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抵押权人为安顺市农村商业银
行开发区支行。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日内，对
上述宗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有异
议的，请到安顺经济开发区国土资
源分局地籍管理与土地利用科提
出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娟
联系电话：0853-341693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
2014年11月20日

贵州顺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520491000007463）拟向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各债权人在法定期内到公司清算债务，逾期视
为放弃权利。

贵州顺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0日

陈倩、张龙：
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的
（2014）西民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顺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
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公告

二○一四年第四十三期

注销公告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公告
安土押告字（2014）第31号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
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公告

二○一四年第四十五期

贵州黔中大洋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拟以其位于幺铺镇幺蔬村
（贵烟公路旁）的一幅国有出让土
地使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登记，借款人为吴涛，土地证号：
安开国用（2011）第046号，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其他商服，面积为
2956.00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抵押权人为安顺市农村商业银
行开发区支行。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日内，对
上述宗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有异
议的，请到安顺经济开发区国土资
源分局地籍管理与土地利用科提
出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娟
联系电话：0853-341693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
2014年11月20日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办事处居民委员会
拟以其位于北航路西侧的一幅国有出让土地使用
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借款人为潘青，
土地证号：安安开国用（2014）第262号，土地用途
为城镇住宅、批发零售用地，面积为1281.00平方

米，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抵押权人为安顺市农村商
业银行开发区支行。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日内，对上述宗地使用
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的，请到安顺经济开发区国
土资源分局地籍管理与土地利用科提出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娟
联系电话：0853-341693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
2014年11月20日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公告
二○一四年第四十六期

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
反对改变谈判模式

新华社基辅11月20日电 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布成立的
两个“共和国”领导人20日分别发表声明，反对在解决乌东
部问题上放弃明斯克谈判模式，转而采取日内瓦谈判模式。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普尔金说，无论从举行谈判的地点，还是从
成果来看，明斯克谈判模式是唯一最合适的。由于西方对乌
东部两个“共和国”进行制裁，因此它们的代表无法参加日内
瓦谈判，它们的观点也就无法在该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人民苏维埃”主席卡里亚金也表
示，明斯克谈判模式最合适。选择明斯克这座城市绝非偶
然，在这里进行对话对各方都方便。看不到采取日内瓦谈判
模式有什么益处。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19日表示，乌当局坚持认为，解决
本国东部问题的日内瓦谈判模式是最佳模式。这是乌克兰
总统和总理的共同立场。他同时强调，乌当局不会同本国民
间武装进行直接谈判。

明斯克谈判模式指的是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同乌东部民间武装代表进行的谈判，
日内瓦谈判模式指的是由乌克兰、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四方
参加的谈判。

乌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民间武装今年4月分别
成立“人民共和国”，5月中旬举行独立公投后宣布建立“主权
国家”，成立议会和组建政府，并以武力对抗乌克兰中央政
府。乌中央政府随后对东部民间武装展开“反恐行动”。双
方之后达成的停火协议和备忘录也均未得到有效落实。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正在维也纳举行，此轮谈
判将持续至11月24日，这一天是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
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各方在焦点问题上都还没
有让步迹象，因此本轮谈判何去何从尚难预料。

面临“大考”

由于未能在上一个最后期限7月20日之前达成全
面协议，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决定把谈判期限延长至11月24日。伊
核谈判的命运将在这一天揭晓，伊朗总统鲁哈尼和美国
总统奥巴马也将迎来一次执政“大考”。

伊朗外长扎里夫抵达维也纳当天表示，伊朗会把核
谈截止日24日视作“胜利日”，要么是核谈成功的胜利，
要么是抵制西方过分要求的胜利。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鲁哈尼政
府可能会在国内面临更大压力。去年当选后，鲁哈尼作
出的最重要承诺就是解决伊核问题。核谈进度一再拖
延，他的支持者的信心和耐心逐渐损耗，强硬的反对派
势力蠢蠢欲动。一旦谈判破裂，很可能意味着鲁哈尼政
府的核谈策略失去伊朗强硬派的支持。

对奥巴马来说，他领导的政府目前面临来自美国国
会以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压力，如果不能在最
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共和党人控制下的新一届美国国会

极有可能会寻求强化对伊朗的制裁，以色列则会继续发
出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威胁，从而引发一系列变数。

如果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协议，那么奥巴马的
外交成绩单将会因此而添彩。预计美伊关系会随之进
一步改善，从而改变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矛盾难解

经过多轮谈判，各方都已将牌摊到桌面上。伊朗的
诉求是快速彻底地解除制裁，同时保留相当数量的核设
施和离心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需要19
万台离心机。

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伊朗已经安装了1.9万台
离心机，因此最多允许伊朗继续运行其中的数千台，而
且现有制裁措施不会立即解除。

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涉及多项法案和总统行政命令，
而美国民主党又失去了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即使奥
巴马政府有意解除对伊制裁，恐怕也难获国会支持。

从技术层面看，欧盟取消或者中止相关制裁相对简单，
但成效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谈判其他方表现出的政
治意愿。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伊核谈判不能签署一份稳定
的协议，欧盟公司肯定也不会愿意到伊朗投资，同时欧盟银
行为了规避风险，也会尽量避免与伊朗的金融机构合作。

由于分歧明显，核谈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美伊双方高层能否在最后时刻作出让步。但截

至目前，哈梅内伊还没有释放出积极信号，欧美一时也
难以迁就伊朗。

机会难得

分析人士认为，谈判破裂是各方都不愿见到的最差
结果，各方有可能就争端的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同时同
意延长谈判开展进一步磋商，各方很难选择离席走人。

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马兰迪说，即使不
能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屡屡经历无
果而终的核谈，伊朗民众早有心理准备。此外，过去一
年里，西方遵照临时协议放松制裁解除了伊朗经济燃眉
之急，虽然各种经济问题仍然存在，但总体趋于稳定，只
要谈判不破裂，伊朗并不如西方想象的那么着急。

奥巴马政府官员、国会人士以及美国的分析家也都
认为，再次延长谈判的可能性最大。反对与伊朗核谈的
不少人也都倾向于延长谈判，而不是现在就达成协议。

有美国国会人士表示，现在达成协议会被视为奥巴
马政府不计代价地急于寻求外交突破。国会共和党人
尤其需要更多时间寻求通过新制裁措施，以求迫使伊朗
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发表文章认为，如果全面
协议无法达成，将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谈判延期；二
是就目前形成一致的问题达成谅解备忘，为敲定具体细
节留出时间。

朝鲜谴责联合国
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

新华社平壤11月20日电 据朝中社20日报道，朝鲜外
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日前通
过的朝鲜人权决议案是对朝鲜的重大政治挑衅，朝鲜将不加
限制地强化战争遏制力予以应对。

发言人说，这份反朝人权决议案是在“脱北者”虚伪证词
基础上制定的，全文充满对朝鲜的诽谤中伤。

发言人指出，欧盟和日本发起的对朝人权决议案表明，
他们并非是为改善人权作出努力，而是追随美国的敌视朝鲜
政策。这些国家自己关闭了与朝鲜进行对话合作的窗口。

发言人说，美国对朝鲜开展人权攻势，其目的是想对朝
鲜进行武力干涉。为应对美国的武力干涉与侵略，朝鲜将无
限制强化战争遏制力。

当地时间18日，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了由欧盟
和日本提交的朝鲜人权决议案。

今年2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朝鲜人权状况国际调
查委员会发表朝鲜人权报告，对朝鲜政府提出严厉指责，并
建议国际刑事法院对相关朝鲜官员展开调查。朝鲜外务省
发言人称该报告为“极其危险的政治挑衅”。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9日电 联
合国安理会19日发表媒体声明，强烈
谴责发生在耶路撒冷犹太教会堂的
袭击事件，敦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立
即采取行动，使局势恢复平静。

声明说，安理会强烈谴责此类暴
力行为，并对巴以之间紧张局势加剧
影响双方民众表示关切，敦促双方立
即采取行动，使局势恢复平静。安理
会还鼓励巴以领导人及民众共同努
力缓和局势，拒绝暴力，避免一切挑
衅行为，共同寻求和平。

以色列警方18日说，耶路撒冷

一个犹太教会堂当天早晨遭到袭
击，造成 4 名犹太人死亡，两名袭
击者在与以警察交火中被打死。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声称，
此次袭击事件是为了给一名巴勒
斯坦公交车司机报仇。这名司机
16日晚被发现吊死在公交车内，以
色列警方的验尸报告说是自杀，但
巴勒斯坦人认为他是被犹太极端
分子所杀。

近来，以巴地区安全形势紧张，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不断。

伊核谈判进入倒计时
□新华社记者

11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贾蒂内加拉地区，志愿者将老人从被洪水淹没的地区转移。
印尼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因暴雨导致洪水泛滥。 □据新华社

安理会敦促巴以立即采取行动缓和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