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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黄小锋老师因患病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未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

在此期间，学校一直在与黄小锋的家人联系，但其家人至今仍未能找到黄小

锋。限黄小锋在 2020年 8月 31日之前返回学校上班，如逾期不归，将按有

关规定作出辞退处理。在未回学校报到之前，学校从未授权黄小锋以学校

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黄小锋的一切行为均由个人承担。

联系电话：0797-8224675
赣州市第七中学

2020年8月21日

关于要求黄小锋老师限期返回单位的通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日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通知

安理会美方将启动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程序，即所谓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意在彻底扼杀伊核协议。但实

际上，已退出伊核协议的美国根本无权要求安理会启动“快速

恢复制裁”机制。失道寡助的美国遭遇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扼杀协议

蓬佩奥 20日在联合国对媒体表示，美方此举目的“简

单明了”，就是不允许伊朗参与武器贸易。

然而，此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并不仅是对

伊武器禁运的延长，而是扼杀伊核协议本身。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事务官员的马克·菲茨

帕特里克认为，对伊武器禁运延长与否对地区安全局势的

实质影响并不明显。特朗普政府的真实目的是在总统选

举之前恢复对伊全面制裁，从而彻底终结伊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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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

第 2231号决议，对伊核协议加以核可，决定维持联合国对

伊武器禁运至 2020年 10月 18日。这一决议中设有“快速

恢复制裁”条款，若伊朗被认为违反伊核协议，则将自动恢

复 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前联合国对伊实施的制裁。

无权启动

美国 2018年 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

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作为全面协

议退约者，美国已经丧失协议参与方资格，根本无权要求

安理会根据第 2231号决议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同

时，在全面协议参与方尚未穷尽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也不能被启动。

不过美国政府辩称，虽然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但作

为该协议的最初参与者，有权要求安理会启动“快速恢复

制裁”机制。

对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副教授、前联合国负责法

律事务的助理秘书长拉里·约翰逊指出，“快速恢复制裁”只

能由伊核协议参与国启动，而美国的政策行为已表明其不再

是参与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就连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推动者、前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坦言，美国已退出

伊核协议，无权启动“快速恢复制裁”。

遭受孤立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试图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举

动，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成功的可能。

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外长 20日晚发表联合声明，反

对美方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启动针对伊朗的所谓“快速恢复

制裁”机制。

三国外长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不再

是协议的参与方，三国已向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和所有成员

国表达了立场，反对美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号决议

发出的通知，因其和三国支持伊核协议的立场相悖。三国

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不要采取任何只会加深安理会分

歧或对其工作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行动。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20日在莫斯科对媒

体表示，美国已经退出伊核协议，没有资格要求联合国安

理会快速恢复对伊制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20日表示，全面

协议参与方和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都认为美方要求不具

任何法律基础，“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并未启动。

美国《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想要孤

立伊朗，但美国企图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而导致的外

交对峙，反而或许是美国被世界秩序孤立的最生动写

照。 （新华社华盛顿8月20日电）

强推联合国制裁伊朗 美国遭受国际孤立
□新华社记者刘品然

赣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20]BA058号）

经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
卖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赣
州市土地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20年 9月 9日登录

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0年9月9日16时30分。

温馨提示：1.竞买人必须以本人账户，将竞买保证金缴入
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内。

2.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
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
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3.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
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分别
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
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
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
（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
式存入。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开始时间为：
DBA2020058号地块：2020年9月10日 9时00分。
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
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

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
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
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
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
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IE11，其它

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数字证
书驱动到江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竞买人在竞
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
拟系统练习。

联系电话：0797-8155057 联系人：邹德
特此公告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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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20]BA059号）

经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
卖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赣
州市土地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20年 9月 9日登录

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0年9月9日16时30分。

温馨提示：1.竞买人必须以本人账户，将竞买保证金缴入
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内。

2.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
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
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3.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
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分别
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
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
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
（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
式存入。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开始时间为：
DBA2020059号地块：2020年9月10日9时00分。
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
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

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
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
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
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
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IE11，其它

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数字证
书驱动到江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竞买人在竞
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
拟系统练习。

联系电话：0797-8155057 联系人：邹德
特此公告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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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公益广告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记者

潘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1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要求安理会恢

复对伊制裁，完全是出于实现自身政

治目的的政治操弄。中方敦促美方不

要再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

必然再次碰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日向本月

安理会轮值主席致函，正式要求启动

安理会第 2231号决议规定的“快速恢

复制裁”机制，并宣称 30天内安理会

将恢复以往全部对伊制裁措施。

赵立坚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已放弃作为全面协议参

与国的权利，没有要求启动“快速恢复

制裁”机制的资格。全面协议参与方和

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都认为，美方要求

不具任何法律基础，“快速恢复制裁”机

制并未启动。“据我了解，包括中国、俄罗

斯、英国、法国、德国、伊朗等有关各方已

致函安理会主席，英法德三国外长也发

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明反对态度。”

他说，美国要求安理会恢复对伊

制裁，完全是出于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

政治操弄。美国背信弃义，退群毁约，

损害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美方推动决议也好、向安理会致函也罢，都不能为

上述行径披上合法外衣。”

安理会 14日就美国提出的延长对伊武器禁运

决议草案进行表决，13个安理会成员明确不支持这

份决议草案，美国仅得到 1票支持，被空前孤立。“这

充分说明，美方单边立场同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背

道而驰，美方破坏全面协议的企图不可能得逞。我

们敦促美方不要再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

必然再次碰壁。”赵立坚说。

他表示，解决伊核问题靠的是平等对话和坦诚

协商，从来不是制裁施压甚至军事威胁。中方始终

愿从维护全面协议和安理会决议权威、维护国际核

不扩散体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同有关各方一

道，共同找到妥善解决办法，推动伊核问题政治外交

解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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