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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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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
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
月9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
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
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
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
金到账为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 月2
日 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月12日上午10
时整（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

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
27010-201279号地块安排用于乳胶制品项目建设。（二）竞买成交当天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
个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
间付清。（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
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四）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
规定缴纳），挂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http://
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电 话 ：0898-
67629052、67629310、65303602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11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279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3公里处南侧地段

面积(公顷)
2.3207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8-1.6

建筑密度
30%≥且≤55%

绿地率
≤20%

起始价(万元)
945

保证金(万元)
4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865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土环资告字〔201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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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
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申
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月9日下午
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月2日上午11时整（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月12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挂
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
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

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27010-201327号地块用于
食品厂项目建设。（二）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
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
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城镇
住宅用地必须缴纳高于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
清。（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
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
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
纳），挂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电话：0898-
67629052、67629310、65303602；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11日

保证金(万元)
40

1500
10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660
/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用地不低于住宅用地供应面积的70%。

地块编号
27010-201327

27010-201309-1
27010-201309-5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1.6公里处南侧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快速干道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青龙路北侧地段

面积(公顷)
0.1617
1.4919
0.92

使用年限
50年

70年

用途
工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且≤1.8
>1.0且≤2.0

建筑系数
≥30%

/

建筑密度
≤50%
≤25%

绿地率
≤20%
≥35%

起始价(万元)
88
2493
1536

《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0101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海南华商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用
地（C0101地块）位于龙昆南路与高登西路交叉口东南侧，现建设单位申
请调整该地块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指标。经报请市政
府同意，我局启动控规动态维护程序，对该地块图则进行修改，目前修改
方案已通过专家论证，拟近期报请市政府批准。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
（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1月25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
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11日

招标公告
项目业主：临高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招标代理机构：海南亚联

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临高县博厚镇敦太洋基本农田整理
项目。项目概况：建设地点位于临高县博厚镇，建设规模9609.2亩。招
标范围：土地平整、农田水利、道路工程及配套建筑物工程，具体事宜以
施工图纸和施工合同为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
建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施工企业资质（省外建筑业企
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近3年（2011～
2013年）财务均盈利，信誉良好；近3年（2011年1月至今）承担过类似工
程项目建设，具有施工安全许可证，项目经理具备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技术负责人具备中级或以上职称，项目负责人、安全员必须持有省级及
以上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证，施工设备满足工程施工需要。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报名招标文件的获取：于2014年12月11日8：30时至
2014年12月17日18：00时在 http://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方式：孙工13876369623（具体内容详见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网站2013年3月22日本项目公告）

终止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和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于2014年12月2日在《海南日报》B05版发布的“文昌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14）7号）”

中，编号为省储让2010-6号宗地因故终止挂牌交易，再次

出让时间另行公告，其他不变。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11日

海南省保亭县地方税务局公告

海南省保亭县地方税务局
2014年12月8日

纳税人名称

保亭原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万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泰鑫花园

南美假日二期

万平嘉园一期

广东街二期

序号

1
2
3
4

纳税人识别号

460035665108876
460035798714570
460035793125291
460035747784990

以下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未按
照规定的期限办理清算手续，经我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逾期仍
未办理清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
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和《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规范土地
增值税清算核定征收工作流程的通知》（琼地税发〔2014〕112号）规定，
现拟对以下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采取核定征收方式进行土地增
值税清算。特此公告。
附表：拟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开发项目名单

废铁预出售公告
一、出售人：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
二、出售人地址：海南省东方市工业大道华能东方电厂院内
三、预出售废铁为废旧工业设备（伴有锈蚀），预计20吨左右，准

确计量需称重过磅。预出售时间为公告后一个月内。
四、对收购人的资格要求：需为有独立法人的企业，并相关资质

齐全，不接受自然人进行报名。
有意者报名者请于2014年12月15日上午10时前可通过以下

两种方式进行报名：
1.将报名企业的相关资质文件和联系人电话发送至

DFDC_CHB@126.COM。
2.将报名企业的相关资质文件和联系人电话传真至 0898-

36622887。

2014年三亚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三亚市医疗卫生事业单

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74名，现予公告。详情

请登录中国三亚门户网站(http://www.sanya.gov.cn)、三
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www.hisylss.
gov.cn/）或三亚卫生信息网（http://ws.sanya.gov.cn/）查
询，咨询电话：0898-88256080

三亚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14年12月9日

公 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
联系电话：83602707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我行对账户进行清理，
下列账户因一年以上未发生业务且无法联系到客户，望贵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行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

客户名称

保亭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五指山鸿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半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五指山德胜水电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正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森泰华一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森泰华一实业有限公司

账号尾数

72711
74001
75131
76261
79651
82071
93531

客户名称

五指山高源花卉科技有限公司

五指山和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裕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野菜系列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皓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账号尾数

83201
84331
89011
98211
106281
118871

招标公告(二次招标)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由海口市人民政

府批准实施，项目业主为海口市交通港航信息中心，项目资

金来源为全额政府投资。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编制单位进行公开招标 。规划编制地点为海口市，计

划工期180日历天。要求投标人具备工程咨询（城市轨道交

通专业）甲级资质的单位，同时具有同类规划编制的经验。

报名时间：2014年12月11日至2014年12月17日。本次招标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网址：http://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

0898-68597606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4〕63号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
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 2014年 12月 17日-2015年 1月
9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澄
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 1月 2日 下午 16时
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 1月 12日 下午 16时整（北京时
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
交确认书》，并在 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
纳高于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二）受让
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
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三）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佣金按有
关规定收取。（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电话：0898-67629052、67629310、
65303602。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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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位置 面积
（公顷）

使用
年限

70年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化率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备注

27010-
201309-2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青龙路B段
道路与四季路交汇处北侧

城镇住宅用地
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
不低于住宅用
地供应面积的
70%。

17002767

≥35%≤25%>1.0且≤2.0

1.6562

27010-
201309-3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青龙路 B段
道路与四季路交汇处东北侧 0.2633

27010-
201309-4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青龙路B段
道路与四季路交汇处东北侧 0.6051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300444

7001018

本报那大12月10日电（记者易宗
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去儋州东坡书院自
驾游的旅客请看过来——从西线高速中
和立交到中和镇的公路已实现功能性通
车。走这条捷径，下高速公路后只要10
多分钟就可直达东坡书院。

根据儋州市交通部门规划，从西线
高速中和立交到儋州市中和镇南端小学
处，全长10.8 公里、计划总投资1.6亿
元，目前已修通3.5公里、完成投资3500
万元。按照工程进度，春节前可以完成
已通路段的水沟、防水坡等配套工程，剩

下路段2015年内可望全部修通。
据了解，这条路线的建设，不但改写

了以前绕道儋州白马井镇、东成镇才能
到达东坡书院的历史，而且化解了儋州
新英湾沿岸数万群众远离高速公路的出
行难题。

西线高速中和立交到中和镇公路通车

探访苏翁有“捷径”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作为第十五届海南
岛欢乐节海口主会场特色活动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记者今天从组委
会获悉，12月26日至28日节庆期间海
口将举办千叟鸡宴、富硒大锅饭开炉、
琼北美食文化周等一系列地域特色突
出、群众参与性强的美食主题活动，呈

现舌尖上的精彩。
千叟鸡宴是此次海南岛欢乐节美

食板块中“海口味道”重要组成部分及
亮点之一。海口市旅游商品协会将结
合“孝”文化，在白沙门公园琼北美食街
举办千叟鸡宴活动。据了解，此次活动
将主要邀请7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为
了营造更多看点，届时现场会搭建活动
舞台，背景以中国传统24孝文化和康熙
的《千叟宴诗》为主，并邀请了二人转、
秧歌等浓聚北方特色文化的宴会演出，
来满足尤其是北方“候鸟老人”的观赏
需求。

另据了解，主办方还将为到场参
加活动的老人们准备了丰富的奖品，
比如开幕式当天主办方将会邀请老
年人上台表演，同时给予上台参与表
演的前10位老年人每人10张游乐场
贵宾券的奖励，开幕式结束后，主办
方将连续三天向符合报名条件的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赠送文昌鸡，总计
1000只。

白沙门公园将是此次欢乐节期间
“吃货”们必去的地点之一。除了千叟
鸡宴外，欢乐节期间相关单位还将在公
园里举办琼北“美食文化周”——天南

海北特色小吃展销活动。据了解，活动
内容包括特色小吃与商品展销、1元品
尝海南粉、啤酒Party狂欢等5个活动板
块。市民和游客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每
天限量供应800碗的现场制作的1元海
南特色小吃海南粉，还可以品尝到天南
地北的各色特色小吃和啤酒，此外还可
以遍览和购买到海南本地及全国各地
特色工艺品。

此外，为了打造最史无前例的美
食优惠活动，海口市商务局将发动全
市近百家大餐饮店参与到美食约“惠”
的活动中。目前，海口市内许多餐饮

企业都纷纷报名参与。如火山口世界
地质公园将在欢乐节期间推出83道具
有海南火山地区本土特色的经典菜
肴、39 种特色小吃和 17 个传统大锅
菜；海口骑楼小吃街欢乐节期间将推
出“买一送一”优惠活动；海口观澜湖
国际度假区将结合观澜湖酒店自助餐
厅在欢乐节期间推出以香港、韩国和
东南亚为主题日的自助餐活动等等。
届时，上邦百汇城、国贸玉沙路等美食
聚集区以及骑楼老街、海口农家乐乡
村旅游点等餐饮企业与商家将联袂呈
现出精彩的“海口味道”。

欢乐节海口主会场将开启“舌尖上的精彩”

千叟同享鸡宴 百店约“惠”美食

本报营根12月10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
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老板，快点上菜吧！
我们可是专门挑你们这吃饭的。”近日，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往长征镇方向的黎村休闲农庄
里，来自海口的游客黄文波不断催着老板。

“我在网上搜到电话号码，提前一个小时都
预订了，真没想到琼中周末自驾游这么火。”黄
文波说。

据了解，今年，琼中利用琼中绿橙成熟季节，
以提升“琼中绿橙”和乡村旅游品牌为主线，启动

“琼中绿橙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把“琼中绿橙”
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丰富琼中乡村旅游内容，延
伸琼中绿橙产业链，进而促进琼中绿橙产业和旅
游业结构升级。

在绿橙旅游季，琼中推出一日游、二天一晚
游等精品线路。据琼中县旅游委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琼中绿橙乡村旅游季启动以来，接待人
数已近3万人。

琼中绿橙乡村旅游季人气爆棚

绿橙熟了 3万游客来了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黄
媛艳）临近年终，面对着大批游客纷至
沓来，记者今天从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
获悉，该购物中心本月正式开启首个折
扣季，在免税价格基础上部分商品最低
低至3折，搅热免税购物游。

其中，时尚精品类部分服装服饰、
包包最低享受3折优惠；部分昂贵的大
牌手表、首饰折扣低至4折；食品百货
和玩具也将以超低价格回馈，此次折扣
季的折扣商品均为限量推出。

此外，除劳力士、帝舵表补贴50%
的行邮税以外，其余手表品牌均可享受

100%的行邮税补贴。这也意味着超
过8000元的免税商品，其超出部分价
格不用另行收取税费，是游客们入手大
牌高端商品的好时机。

在折扣季超低折扣回馈的同时，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多个国际知名品
牌也红火入驻。法国奢侈品牌“Ag-
nes b”（雅昵斯比）于12月9日开业，
这也是该品牌在中国内陆继北京、上
海后入驻的第三个城市。韩国化妆品
品牌“婵真”已正式上柜销售，而带着
浓郁宫廷气息的韩国化妆品牌“后”也
将于近期开业。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开启首个折扣季

部分商品最低至3折

本报万城12月10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
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冲浪运动在万宁日月
湾蓬勃发展，给这里带来了众多的游客，也带旺了
岸边的酒店和餐饮业。

日月湾沿岸长近1公里的地带如今分布了数
家酒店、大排档和数量更多的出租楼房。“南海渔
村客栈”酒店管理负责人朱燕介绍，在看中日月湾
的发展势头后，于今年6月进行了重新装修，11
月开始营业。

“因为正在比赛期，这几天的入住率接近
100%。”她说，装修前酒店的平时入住率只有
20%到30%，现在得益于冲浪赛事的频繁和日
月湾名声的壮大，平时入住率已经达到 40%
至 50%。与之同时改变的还有游客类型，之
前多为团队入住，现在更多的是散客，住宿时
间也更长，这表明日月湾的旅游已经向休闲
型转变。

这家酒店还在旁边设立了两个海鲜排档，人
气相当旺。朱燕说，周末的时候排档路边都挤满
了车辆，现在每天都接待200多位顾客。同在路
边还有不少当地居民供出租的楼房，吸引了许多
外地前来度假的游客入住。

日月湾冲浪俱乐部负责人曾山说，即使不在
大赛期间，俱乐部也举办很多民间赛事，这让更多
普通游客知道了日月湾，当地百姓的“嗅觉”反映
了这一点。

日月湾冲浪赛事拉动周边酒店餐饮业

游客观光度假热情
“一浪高过一浪”

本报万城12月10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黎希茨）
近日，由泰国法师和居士组成的佛教文
化团到访万宁市佛教文化胜地东山岭，
与当地佛教人员进行友好文化交流。

文化团一行参观了东山岭的潮音

寺等佛教寺庙，详细了解了东山岭佛教
文化传承、寺庙建设等情况，同时向东
山岭的法师们介绍了泰国佛教传承的
情况。据介绍，从1980年代起，泰国佛
教界与东山岭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这
一友好传统还将得到延续。

泰国佛教文化团到万宁交流

12月10日，“K女郎”
全球总决赛在呀诺达景区
举行，40余位佳丽通过休
闲装、比基尼、晚礼服等环
节的比赛，角逐桂冠。

据悉，“K女郎”是9
月发起的一场互联网选
美大赛。呀诺达望借力
此次大赛进一步打响景
区知名度。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曹传佳 摄

旅游新 资讯
“K女郎”
呀诺达选秀

喜迎欢乐节
椰城深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