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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编制完
成，规划范围东至东环高铁，南至万泉河路，西至万泉河，北至爱华路
以及S201省道,规划总用地面积1315.4公顷（约19731亩）。为了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30日（11月19日至12月18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政府门
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嘉积镇政府。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
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
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
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8日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编制完
成，规划范围东至海榆东线，南至银海路，西至新海路，北至富海片
区，规划总用地面积728.75公顷（约10931.25亩）。为了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
（11月19日至12月18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
//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嘉积镇政府。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
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
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
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
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8日

受委托，定于2019年11月27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第20191127期）

现将有关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登报之日起至2019年11月 26日16时止。2、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1月
26日16时前到账为准。3、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6258312001。4、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某某标的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5、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并交付。过户税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上述标的如
有意向购买者请到公司垂询。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734560 朱先生 13976111340欧阳先生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标的名称

澄迈海航金龙高效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三亚海航欢乐天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琼海汇海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100%股权

洋浦海越石油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亚圣奥雅民族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的退出权
海南佳缘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
儋州海航新天地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澄迈马村港96.6亩地块权益

标的基本情况
该公司租赁土地位于海榆中线（224国道）45公里处永发镇境内，土地性质为农业用地及部分林
地，面积约1000亩。租期至2050年12月30日，其中约七百余亩有围墙，有配套房产两栋。已
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次拍卖标的项目公司下权益仅指金龙项目约1000亩地租赁权益）
该公司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盐灶村滨海区域，临近225国道，拥有面积约829.84亩土地承包
经营权，承包期截止时间大部分为2028-29年。承包等相关费用已全部付清。
该公司在G98高速公路官塘互通出口处，有面积约200亩国有土地，办有使用权证。已部
分开发纪念园项目和旅游项目。尚有83亩土地未开发。
该公司的游艇制造厂项目位于洋浦保税港区瀚洋路西侧，占地18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已建面积6.63万m2。包含五栋厂房，一栋办公楼，一栋食堂和两栋配电房。（不包含
持有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9.52%股权权益）
该公司下黎陶文化公园项目位于西线高速北侧天涯镇布曲村，租赁土地约500亩，租赁期限至
2038年1月8日止。（不包含该项目公司下持有14.7321%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股权权益）
该公司在绕城高速南侧的“美安科技新城”内，拥有约673.51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剩余期
限41年，土地承包费用已缴清。
该公司拥有的海航新天地酒店资产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168号，占地面积
23786.7㎡，建筑面积32900㎡，酒店在营业中。
该土地位于马村港西面，澄迈海警训练基地对面。土地证号：华侨农场国用（2009）第0147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约96.6亩；土地证载用途：旅游用地；终止日期：2051年12月17日。

资产参考价（人民币）

1200万元

1.43亿元

1.1亿元

2.35亿元

500万元

700万元

2.25亿元

3000万元

保证金（人民币）

120万元

1500万元

1100万元

250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2300万元

300万元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海新天地四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海新天地四期项目位于长

流起步区滨海大道南侧,设计方案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
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D太阳能核字【2019】
003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79.61平方米，实际补偿建筑面积为
179.61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u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
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 ，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9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及《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
海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乐东黎族
自治县莺歌海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成果已经专家评审
会通过，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9年11月18日至2019年12
月27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网站
（http://Ledong.hainan.gov.cn)；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微信公众号；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①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Ldxgtj@qq.com;②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1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村镇规
划岗，邮政编码：572500；③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
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因网络空间有限，仅公示重点
内容。如需详情，请咨询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村
镇规划岗。5.咨询电话：0898-85528585，联系人：肖潇。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1月19日

09:00—18：00对中兴4K机顶盒（型号为B860A）进行版本

升级，不影响电信电视观看。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

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全新打造的就业超市——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开业啦！现定于 2019年11月—12月每周一、三、
五上午9:00-12:00举办公益性常规招聘会。

欢迎全市有用工需求的单位、社会各界求职人群参加。
地 址：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美兰区嘉华路2号）
联系电话：0898-32854302
工作时间：8:00-12:00,14:30-17:30

2019年11月-12月招聘会排期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日期
11月20日
11月22日
11月27日
12月4日
12月9日
12月13日
12月18日
12月20日
12月27日

星期
周三
周五
周三
周三
周一
周五
周三
周五
周五

招聘会主题
“优岗优聘”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5G时代”海南自贸区新时代“互联网+人才”专场招聘会
“挑战高薪”海南自贸区新时代“市场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才聚琼州 机遇无限”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牵手企业，寻求人才”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伯"揽良才，共筑海南”大学生专场公益性招聘会
“博揽精英，集贤纳才”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博新纳才，职属于你”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寒冬送暖，人生职得”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海口市就业超市开业啦！

互联网医院渐成风气

网上看病靠不靠谱？

南京市民孟先生在家中自测血糖后，打
开“南医大二附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选择
“互联网问诊”，经过脸部识别认证后选择了
想要就诊的医生，上传血糖监测结果，进行
病情描述，选择就诊时间并支付了问诊费用
35元。

跟孟先生一样，现在已有不少患者
选择在互联网医院就诊。今年5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全国已
有158家互联网医院。近期，
天津、安徽、江苏等地陆
续又有多家互联网
医院上线。网
上看病靠
谱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游娜经过脸部
识别登录互联网医院账号，在“候
诊列表”中选择“上线提醒”，系统
发送短信至病人预留手机号上，提
醒病人可进行“网上就诊”。问诊
结束后，游娜点击“开处方”，系统
跳出该病人上一次在互联网医院
就诊时的处方。

因用药情况不变，游娜点击发
送“旧处方”，该处方被发至医院药
房。药房药剂师收到系统提醒后，

对处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病
人可在系统中选择自行购买或者
配送服务。如果选择配送服务，则
需在线自费支付药费，医药公司配
药后免费送药上门。

“考虑到部分药品有特殊的运
输要求，以及副作用相对较大的药
品仍需医生与病人面对面说明情
况，目前我院的互联网医院可用药
品是300多种。”游娜说，目前互联
网医院主要在线开治疗慢性病、常
见病的一些常用药物。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互联网
医院发展不平衡，一些发达地区省
份的互联网医院已经可以实现在
线开处方及配送药品，但中西部不
少互联网医院还没有开通药品配
送功能。

按照相关规定，不管是线上还
是线下药房，购买处方药都需要医
生出具的处方。但是记者调查发
现，有的互联网医院医生开处方十
分随意。

记者在成都一家连锁药房购

买处方药，店员表示需要在互联
网医院平台上由线上医师开处
方，不用真实病人，随便说个名字
就能开。记者在药店里在线联系
一家第三方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
平台，医师只是简单询问了基本
情况，就直接按记者要求开具了
药品和药量。

业内人士建议，通过分析网络
诊疗数据、跟踪不合规的网络诊疗
行为等，加强对线上处方真实性的
监管。

医保 | 线上诊疗费用大多尚未纳入
医保，刷医保卡还需自行取药

互联网看病花钱多吗？据了解，互联网医
生线上问诊费用一般与线下收费标准一致。四
川已出台规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严格
执行价格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

据了解，目前互联网诊疗医保支付政策尚未出
台，大多数互联网医院还不支持医保在线支付，这让
互联网诊疗闭环无法真正形成，造成不便。

“在线问诊等收费只能通过自费支付，虽然
节省了老百姓跑路的时间，但如果能用医保才是
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杭州市民沈先生说。

在药费方面，医保报销也有诸多不便。如果
想要报销，则需在线上选择合作医药公司指定的
药店，病人自行前往药店取药，在医保范围内的药
品可以刷医保。如果在互联网医院系统中选择配
送服务，就需要在线自费支付药费。

据了解，一些地方的互联网医院已经在医保支
付方面展开了探索：有的互联网医院，复诊患者绑定
个人信息后就能进行预约、挂号、问诊、缴费等操作，
与医保实时连接；有的地方，符合门诊大病待遇资格
的参保人员，可自主选择一家互联网医院作为门诊
大病线上医院签约就诊，实现在线问诊、支付结算和
送药上门，并可报销门诊大病医疗费用。

微医集团副总裁程怡等专家认为，互联网
诊疗的医保在线支付需要海量数据的支撑，应
打通各个环节存在的层层壁垒，实现互联网医
院基础数据互联互通，为实施网上实时医保支
付创造条件。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8位“80+”院士
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董瑞丰）8
位年逾八旬的老院士18日被中国古生物学会授
予终身成就荣誉，他们被学界视为中国古生物学
的杰出代表。

当天，第一届亚洲古生物学大会暨中国古生
物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召开。开幕
式上，中国古生物学会向张弥曼、汪品先、殷鸿福、
周志炎、吴新智、郑守仪、陈旭、邱占祥8位院士授
予终身成就荣誉。

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门“小学科”，但是它
在探秘地球漫长演变历史和追索生命起源演化方
面，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大学科”。

郑州警方摧毁特大
“套路贷”犯罪团伙

新华社郑州11月18日电（记者李丽静）11
月17日晚，经过专案组近两个月的攻坚，造成全
国30个省份的2.8万余人受害的特大“套路贷”涉
黑犯罪团伙头号主犯何某弟及其他6名主犯被河
南省郑州市警方押解回郑州。至此，该犯罪团伙
主要嫌疑人全部到案。

今年5月份，郑州市公安局南关街分局根据
群众报警，成功打掉一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32名。民警在侦查中发现，2018
年3月以来，浙江籍人何某弟和黄某蒙等人为实
施“套路贷”犯罪，先后在贵州、云南等地注册成立
多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和这些公司没有任
何实际业务关系的“套路贷”诈骗犯罪活动。

为逃避打击，他们还成立了话务组、审核组、
催收组等部门，各个小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实
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等犯罪活动，先后有河南、山东、湖北、湖南、辽宁
等30个省份的2.8万余人受害，其中暴力催收导
致数十名被害人抑郁、失去工作、家庭破裂，甚至
自杀等后果，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秩序。

随着案情清晰，郑州市公安局在10月份成立
了专案组，于11月11日抽调各相关部门民警成
立10多个抓捕小组，分别前往浙江温州、陕西西
安、广东广州、广西桂林等7个地区，于15日上午
展开集中抓捕。截至当日20时35分，除首犯何
某弟外，13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次日，在逃5个
多月的首犯何某弟也被抓获归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侦办中。

据了解，目前互联网医院的组
织形态有三类：由政府主导打造的
互联网医院，如宁波云医院等；依
托大型实体医院，由单个医院来管
理；由互联网企业主导，与实体医
院合作，如微医、春雨医生等。

记者从多地互联网医院了解
到，目前，互联网医院在线问诊主
要服务于慢性病、常见病、多发
病。例如，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的互联网医院，覆盖了儿科、
妇产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等27

个常见病领域，占医院临床科室总
量的七成。

谁在线上开诊？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相关规定，医生在开展
互联网医疗前，必须经过执业注册
的医疗机构同意，同时应取得相应
执业资质，具有3年以上独立临床
工作经验。多地对上线医师进行
审核备案。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互联网医
院的就诊时间与线下医院一致，也
有一些医院在工作时间以外排出

互联网医院的专家坐诊时间表。
在不到一年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互联网医院一些科室的专家，已经
开展网上医疗服务5000多次。

记者采访的多位患者反映，
相比去医院就医，互联网医院问
诊节省了时间、精力。一位周姓
患者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互联网
医院上留言，线下挂不上号，第一
次使用网上医院，很方便就挂上
了医生的号。“动动手指就能接受
专业医生的视频问诊，我已经是

第二次通过互联网医院复诊了。”
患者孟先生说。

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童互联
网医院在线问诊开通以来，总问诊
量已超过68万人次，日均咨询600
余人次，占该院门诊日均量8%。

“互联网医院是实体医院的补
充，将来技术发展后可以通过互联
网医院汇总居民健康数据，形成居
民健康档案，实现防、治、康一体。”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顾民说。

诊疗 | 主要看慢性病、常见病，多地对上线医师进行审核备案

开药 | 不少互联网医院配送药品，有的网上就诊开药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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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开建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8日电 （记者郑梦雨
朱涵）18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重力离心
模拟与实验装置建设研讨会与启动仪式在杭州举
行。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容量最大、应用范
围最广的超重力多学科开放共享实验平台。

记者从启动仪式现场了解到，作为《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十个优先
建设项目之一，“超重力项目”是首个落地浙江省的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用地面积89
亩，总建筑面积34560平方米，国家发改委核定的
概算总投资为21.008亿元，建设周期5年。项目
已于11月1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