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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迁坟通告

近期我辖区范围内的市政道路金榆路东延长线和美华路南
延长线项目将开发建设，其中金榆路东延长线项目起于富秀路，
终于丘海大道，道路全长530米，红线宽30米；美华路南延长线项
目起点平交南海大道，呈南北走向，终点平交现状富康路，全长
942.63米，红线宽30米。经现场核查，项目用地范围内存有坟墓
需搬迁，凡在金榆路东延长线项目和美华路南延长线项目用地范
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海秀镇项目办办理迁坟
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海秀镇李先生：18689841926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0年3月6日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招聘新媒
体编辑若干，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

德；3.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4.身心
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

过各类刑事处罚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
纪违规且处理期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1.招聘岗位：海南日报社新媒体编辑6名。2.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感强；（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新闻或相关文科类专业；（3）年龄原则上要
求35周岁以下（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男女不限，特别优
秀者可不受此年龄限制；（4）对“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
端）以及抖音、头条号等平台编辑业务有一定了解，具备基本的
选稿和编辑能力；（5）熟练使用Word、Excel等常用办公软件，
会使用Ps、Pr常用软件；（6）有微信公众号运营经历或具备熟
练制作短视频能力者优先考虑；（7）有敏锐的网络热点捕捉力，
阅读面较广，搜索资料和写作能力强者优先考虑；（8）有高度的

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敬业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领悟能力。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3月 13日止；（二）报名要求。

1. 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
表》(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文件名均按“应聘岗
位+姓名+毕业院校”的格式命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
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2. 招聘邮箱：hndailyjob@
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

定参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
不符合应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面试采用结构化
面试，笔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开展。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
选，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
者，取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
实表现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
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

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
中，按规定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宋先生 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资规〔2020〕671号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申请积压房地产土地确

权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东门跃华别墅，宗地四至为：东
至胡宅、南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房
产证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63596号以及地籍测量成果，同
意按面积108.42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城镇住
宅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如对上述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琼
山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确
权手续。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美兰新苑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美兰新苑项目位于海口市流水坡，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ML0311014地块范围。项目于2010年12月通过
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地下室出入口及地上车位布置调整，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20年3月6日至3月1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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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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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6日

（第20200323期）
受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

行公开整体拍卖：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塔南路北侧（定
城镇塔岭开发区中部），定国用（2000）字第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新证号:定安国用（2012）第19号]项下30505.63m2工业用地使用权
(土地终止日期为2066年5月6日)及该土地上的房产：1、职工宿舍
（一层），房权证号为:定城镇字第0003530号，建筑面积:313.40m2；
2、单身宿舍（五层），房权证号为:定城镇字第0003529号，建筑面积:
1556.58m2；3、动力房（一层），房权证号为:定城镇字第0003527号，
建筑面积:404.40m2；4、厂房（一层），房权证号为:定城镇字第
0003528号，建筑面积:3639.06m2；参考价：人民币2993.9393万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3月23日上午10:3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3

月20日16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3月20日16时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定安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定安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3964590003214。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9021执恢21号、22号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7、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土地、房产属限购政策调整，

不协调过户问题，相关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办理房地产过户所需
缴纳的税费，按法律规定缴纳，由出让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111340
法院监督电话：0898-63822721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华为4GLTE 网络系
统进行5G NSA组网LTE 5个锚点基站归属5G-U2020网管
调整割接。届时，割接地区的 4GLTE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中
断1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3月6日14:30－18:30，对华为4GLTE 网络
系统进行5G NSA组网LTE锚点基站归属5G-U2020网管调
整割接。割接站点会引起业务中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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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三月六日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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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具有下列行

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

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

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三）竞买申请人及申报项

目须符合老城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四）竞得人须按

照4亩一个招工指标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五）本次国有土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4月3日下午

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易

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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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3日下午17时前（以实际到账为

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的，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4月3日下午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3月26日上午8:30。（二）挂牌截止

时间：2020年4月6日上午10:00。（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

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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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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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

青苗及附着物、建筑物补偿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

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周边可

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

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 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

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

式方式建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

该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三）该地块安排用于固体废物综合

再利用项目使用。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300

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该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四）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

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

付清土地出让金。（五）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

计要求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

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设计施工的，应符合国家和海南

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六）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

关规定收取。（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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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6日

地块
编号

27010-
201970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
路与纵六路交叉口东侧地段

面积
(公顷)

6.496886

使用
年限

50年

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容积率

≦0.6
绿地率

≧30%
建筑 高度

≦24米
建筑密度

≦40%
起始价
(万元)

2678

保证金
(万元)

2678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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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1970号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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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拆迁及迁坟通告
根据海府[2013]128号和海府[2019]111号征地通告，市政府

决定征收秀英区永兴镇152.13亩（其中135.21亩位于羊山主干道
西侧政府储备地用地中）集体土地作为省人民医院观澜湖分院项目
建设用地，征收土地位于秀英区永兴镇，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业主和坟主，请在本通告发布
之日起15天内，到永兴镇人民政府办理坟墓搬迁登记手续及秀英
区房屋征收局办理建（构）筑物拆迁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当作无
业主建（构）筑物和无主坟处理。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秀英区永兴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韦先生 65483033
联系地址：秀英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联系人：邝先生 6864603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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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新华社华盛顿3月4日电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4日宣布，将向
寻求援助的低收入和新兴市场国家
提供总额约500亿美元贷款，帮助他
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
耶娃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当天在
华盛顿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格奥尔
基耶娃在会上表示，IMF将向低收入
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无息贷款，向新

兴市场国家提供约400亿美元低利率
贷款。同时，IMF的专项信托基金也
将向符合条件的国家提供先期拨款，
用于减免即将到期的IMF债务。

格奥尔基耶娃说，新冠肺炎疫情

已对超过三分之一IMF成员造成直接
影响，对经济造成“不同寻常”的冲
击。好消息是，如今金融体系比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更具弹性。目前全球
经济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3日，世界银行宣布将提供最高
达1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各成员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当天，IMF和世
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2020年IMF
和世行春季会议将改为远程会议。

IMF将提供500亿美元贷款应对疫情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周舟、驻洛杉矶
记者黄恒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4日宣布，再次放宽接受新冠
病毒检测的条件，允许出现发烧、咳
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患者在医生
批准后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此
外，加利福尼亚州4日宣布全州进入
紧急状态。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
克斯·阿扎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
疾控中心本周发送的核酸检测盒可对
7.5万人进行检测，美疾控中心的合同
商正向医院和实验室运送的检测盒可

进行超过100万次检测。
2月27日，美疾控中心曾修改接

受新冠病毒检测的条件，取消了在过
去14天里去过有疫情地区或接触过
确诊病例才能接受检测的要求。

美疾控中心4日公布的美国新
冠肺炎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日
16时，美国共报告129例新冠肺炎
病例，已有9个死亡病例。不过华盛
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4日各报告1
例死亡病例，还未计入上述统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4日宣
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根据通告，进入紧急状态后，

加州政府将能够根据应急法规和预
案，更方便地获取相关物资，确保县市
政府共享信息，以加强防控疫情。

加州进入紧急状态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4日上午加州出现了首个死
亡病例。这个病例曾乘坐“至尊公
主”号轮船，这艘船目前在驶往旧金
山途中，据称船上已有21人出现感
染症状。加州政府现已命令该船不
得入港，将派遣应急人员登船检测。

根据加州政府公布的最新数
字，截至4日晚，加州共有53个新冠
肺炎感染病例，超过9400人处于居
家隔离状态。

美再次放宽新冠病毒检测条件
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首尔3月5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5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
时间5日0时至16时，韩国新增322
例新冠肺炎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6088例。

韩国政府5日宣布，考虑到庆尚
北道新冠肺炎最近新增病例主要集
中在庆山市，决定将该市列为传染病
特别管理地区。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本部
长金刚立在5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
示，3月3日庆尚北道新增病例中，
73%出现在临近大邱市的庆山市。

由于庆山市与大邱市市民处于同一
生活圈，目前庆山市内已出现二代感
染和小规模聚集性感染，有必要在社
区感染进一步扩散前集中采取措施
遏制疫情向其他地区蔓延。

庆山市位于庆尚北道南部，人口
约26万，其西面、南面分别与大邱市
和庆尚北道清道郡接壤。

由于出现大规模聚集性感染事
件，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数约占韩国病例总数的
90%。大邱市和庆尚北道清道郡于
2月21日被韩国政府指定为传染病
特别管理地区。

韩国确诊病例突破6000例
新增庆山市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

3月4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左）和
教育部长露西娅·阿佐利纳在罗马出席
新闻发布会。

意大利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4日18时，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
炎病例已突破3000例。为遏制疫情
蔓延，意大利政府决定从3月5日到3
月中旬关闭全国范围内所有学校，暂
停所有教育活动。 新华社/路透

确诊病例突破3000例

意大利决定暂关闭全国所有学校

新华社德黑兰3月5日电（记
者陈霖）伊朗5日宣布累计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数升至3513人。同一天，
伊朗卫生部宣布启动国家动员计
划，加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伊朗卫生部部长纳马基当天说，
该计划将先在疫情严重地区开始实

施，接下来几天内扩展至其他地区。
他说，根据该计划，疑似感染者将到医
疗机构接受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病例将被居家隔离，并收到药物和使
用说明。该计划将包括伊朗全部城
市、郊区和乡村的约1.7万个卫生中心
以及9000个医疗和临床中心。

纳马基介绍，本周用于新冠病毒
检测的医疗机构已达22家，预计下周
将达到40家。专业医务工作者将在疫
情严重的城市出入口设立检测站。

据伊朗卫生部消息，截至5日上
午，伊朗累计确诊病例数已升至3513
例，其中107人死亡。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3513

伊朗启动国家动员计划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没有讨论”是否取消
或推迟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洛桑3月4日电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
马斯·巴赫表示，4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
议上并未讨论是否取消或者推迟东京奥运会。

“‘取消’和‘推迟’这两个词在今天召开的执
委会会议上根本没有被提起过。”巴赫说，“我就不
给各种猜测添油加醋了。我们的声明非常清楚，
那就是我们都致力于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4日至8月9日举行，不
过目前世界范围内包括奥运资格赛在内的多项体育
赛事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或推迟或取消。

巴赫说，一个由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东
京和日本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联合工作
组已经成立。“这一联合工作组将定期举行会议。
我们讨论可能出现的每个问题，但不会对未来妄
加推测。”巴赫补充道。

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他对东京奥运会举办如此
有信心时，巴赫说，国际奥委会基于很多专家提供
的信息做出判断。当被问及假如东京奥运会真的
可能被取消或推迟，谁来做最终决定时，巴赫拒绝
做出猜测。

迎接东京奥运
日本政府在厕所上花心思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随着东京夏季奥运会的
临近，日本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数百座新建
的公共厕所，旧式的蹲式厕所被逐渐淘汰。

江户川大学文化人类学名誉教授斗鬼正一
说，公厕翻新项目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国
民的清洁理念不谋而合。“日本希望通过让整个国
家变得干净而成为访问者眼中的‘领先国家’”。

今年的奥运会也不例外。日本政府一项民调
显示，2016年，日本有40%的公共厕所是蹲式厕
所。鉴于奥运会期间的游客可能到东京以外地区旅
游，日本政府掀起一场行动，帮助各个地市翻新公
厕、安装坐便器，尤其是京都等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
地。来自日本观光厅的数据显示，2017-2019财
年，日本全国共有332个公共厕所得到翻新。

除了打造领先的卫生环境外，日本的“厕所革
命”还催生出融合动漫人物的“厕所文化”，如《屁
股侦探》以及“便便博物馆”等。公厕中的高科技
设备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如加热坐垫、自动除
臭坐便器等。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