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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英才
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兼营文化类项目。因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现向社会诚招优秀人才，具体如下：

一、招聘岗位：投资主管1名
二、任职要求：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男

性。2.需法律、金融、财会类相关专业毕业，具有三年及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或具有投资项目、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者。3.对证券
市场、财务管理、资本运作等有较深入了解。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
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或高级会计师职称者优先。4.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诚信待人。身体健康，能适应随时出差工作。5.工作细致，责
任心强，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团队
协作精神。熟练操作office等计算机应用软件，熟悉OA系统的使
用，有一定的写作水平。

三、薪资福利：1.月薪：面谈。2.福利：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等。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1.报名时间：见报日起至3月31日。2.报名

资料：个人简历（附上个人照片）+身份证扫描件+毕业证书及相关
证书扫描件。3.报名方式：将报名资料发至邮箱2236912116@qq.
com,文件命名及邮件主题为“个人名字+应聘”。4.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方式：0898-66810651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20〕第1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
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
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20年4月2
日至2020年4月22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
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17时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4月2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4
月 14日8时30分至2020年4月24 日10 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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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4日10
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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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
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
127号文，该宗地属商业设施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
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
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
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已明确。该宗地现状上有属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所有的建筑物一栋（3层），该建筑为钢筋
混泥土结构，已完成主体框架建设，该宗地竞得者需另外按该建筑评

估价格36.0931万元向文昌市龙楼镇红海村民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
支付房屋补偿。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
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
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拟
出让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
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
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
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
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
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
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
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
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
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
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
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
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
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八）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
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29777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3日

出让人
文昌市龙楼镇红海村民
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红海
村委会好圣村地段

面积(平方米)
1293.22平方米
（折合1.94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5%，建筑限高≤15米/4层

挂牌起始价
234.7194万元

（181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4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紫竹园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紫竹园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与椰海大道交叉口西北
角，属《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项目于2016年9月
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1、总图指标调整：总建筑面积由
202479.77m2 调 整 为 202892.47m2（ 二 期 总 建 筑 面 积 由
100659.75m2 调整为 100718.35m2），建筑密度由 23.21%调整为
23.48%；绿地率由45%调整为40%等。；2、住宅步行出入口增加轿
厢电梯；3、原超市用房调整为设备机房及消控室等，西侧商业与车
库隔墙调整；4、物业用房与会所用房相互调整，总量保持不变。经
审查，变更方案建筑密度、绿地率等规划指标有所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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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至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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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3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日晚，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累计接近
2.7万例，累计死亡340例，近几日每日
新增数千例。目前美国的疫情防控面
临严峻挑战：检测量不足、防护物资短
缺……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前期应对
措施不足，病毒检测工作出现滞后，目
前控制疫情蔓延的任务相当艰巨。

病毒检测滞后
广泛而准确的病毒检测被认为是

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但自新冠疫情
在美国暴发以来，核酸检测不足的问
题一直饱受美国民众诟病。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开发的
试剂盒早期出现失误，并且此前设立的
检测标准非常严格，只有具有严重呼吸
系统疾病和明确病毒暴露史或相关旅行

史的病人才有资格进行检测，以至于普
通民众难以获得病毒检测的机会。由于
大量样本在检测机构积压，许多检测结
果要拖延很久才能公布。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各地获
取检测的机会不平衡，病例不多的地
区更容易获得检测，但在一些“重灾
区”，要得到检测极为困难。

洛杉矶和纽约公共卫生部门最新发
布的公告称，由于检测设备短缺，目前仅
能检测那些需住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感染
者，轻症和无症状的患者不在检测之列，
因此也不会计入确诊病例中。

“准确筛出感染者是有效防控疫
情的前提，”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
迈克尔·米娜认为，“目前的检测能力

与我们应有的水平相去甚远，在很多
方面我们都很盲目。”

医疗物资短缺
随着新冠病例的持续增多，美国各

地医疗机构防护物资出现紧缺，许多医
护人员陷入“赤膊上阵”的困境。

据《纽约时报》报道，全美数十名
医护人员被确诊，数百名医护人员被
隔离。许多医护人员在受访时表示，
让他们感到焦虑和“扎心”的不仅是防
护物资的匮乏，还有疾控中心的“信息
误导”。美国疾控中心此前建议医护
人员检查和治疗新冠患者或疑似患者
时戴N95口罩，穿戴防护服、手套和
护目镜；而最新指南称，鉴于N95口

罩供应短缺，外科手术口罩是“可接受
的替代品”。

美国护士协会致信国会表示，疾
控中心的建议让人忧虑，这给一线医
护人员造成了信息混乱，也无助于解
决设备短缺问题。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示，目
前亟待提高医院的收治能力，当务之
急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床位，还要寻
求其他安置病人的场所，以应对病患
激增的需求。

抗疫压力巨大
《纽约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联

邦政府在疫情出现的早期，本应更容易
控制疫情，但却错失了一系列机会。“持

续的延误让官员们无法了解疫情规模
的真实情况。美国各地方政府只能摸
黑工作，眼睁睁地看着疫情肆虐。”

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
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
联邦政府和各州陆续出台一系列升级
版防疫措施，但由于美国不同州制定的
防疫措施力度不一，加之民众对政府前
期应对不力的不满情绪，因此能否配合
执行相关防疫措施还很难说。

从最初的轻描淡写，到现在的如
梦初醒，美国《政治报》网站刊文称，美
国政府的处置不当加剧了疫情危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
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作风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前6
至8周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应对缓慢，
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区感染。目前采
取的更严格防控措施试图延缓疫情升
级速度，避免整个医疗系统遭遇被冲
垮的风险。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1日电）

全球确诊病例破30万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日18时（北京时间22日6
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万例，达
303180例。全球死亡病例达12950例。

●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6557例，累计确诊
53578例，累计死亡4825例（截至当地时间21日）。

●西班牙：累计确诊28572例；新增死亡病例
394例，累计死亡1720例。（截至当地时间21日）。

●美国：累计确诊26747例，累计死亡340例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日）。

●伊朗：累计确诊20610例，累计死亡1556
例（截至当地时间21日）。

●德国：累计确诊20055例，累计死亡68例
（截至当地时间21日）。

●法国：累计确诊14459例，累计死亡562例
（截至当地时间21日）。 （据新华社电）

朝鲜说

金正恩收到特朗普亲笔信
新华社平壤3月22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22日表示，朝鲜收到了美
国总统特朗普发给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的亲笔信。

朝中社在报道中援引金与正的话说，在朝美
关系发展像现在这样面临巨大难关和挑战之时，
美国总统再次发来亲笔信，为继续保持同我们委
员长同志结下的良好关系付出努力，这是“正确的
判断、积极的行动，值得高度赞赏”。

3月21日，西甲俱乐部皇家马德里前主席洛
伦佐·桑斯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去世，享年76岁。
图为桑斯亲吻欧冠奖杯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皇马前主席桑斯
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新闻分析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
炎疫情动态，3月19日，武汉新增确
诊病例为零。3月20日，网上流传的
一份“公示”显示，19日硚口区一小区
有一新增确诊病例，引发对武汉确诊
病例是否为零的争议。硚口区防控指
挥部回应称，网传患者张某某，系无症
状感染者，不是确诊病例。“新华视点”
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

回应：核酸检测结果阳
性，却不是确诊病例

22日凌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涉疫大数据和流行病学调
查组对“玫瑰西园社区新增2例确诊
病例”“丽水康城小区又有新增病例”

“同济医院新增100多例新冠确诊病
例”“放鹰台社区一刘姓婆婆在省人民
医院就诊推诿”等四则网传案例做出
情况说明。

其中，关于“丽水康城小区又有新

增病例”的回应是：经查，小区居民张某
某为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国家卫健委
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第六版）的通知》，非确诊病例。

网上流传一张截图显示，硚口区
韩家墩街综合社区3月20日发布一
份公示，截至3月19日24时，丽水康
城小区12栋新增1人确诊患者。

记者20日晚走访该社区，向社区
书记陶正太求证网传内容是否属实。
陶正太表示，这份公示的确是社区发布
的。记者追问是否有证据表明有1例
新增病例，陶正太向记者展示一张网络
截图，并表示这是“健康武汉”App上新
增确诊病例的核酸检测结果。

记者注意到，这名张姓患者 63
岁，有两次核酸检测：第一次采样时间
为3月17日，送样机构为武汉市肺科
医院，检测结果为阴性；第二次采样时
间为3月18日，送样机构为速8酒店
隔离点，检测结果为阳性。

陶正太解释，这名张姓患者原本

是就医诊治脖子肿大，核酸检测排查
发现阳性结果。3月19日晚接到排
查结果通知后在小区公示新增1例确
诊病例，提醒居民注意安全防护。

20日，硚口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回应称，经全面调查，韩家墩街
综合社区丽水康城小区居民张某某，
因淋巴结肿块（大脖子病）去医院就
诊，体温正常，无发热咳嗽等症状。新
冠筛查第一次核酸结果为阴性。3月
19日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并
收治入院。根据《国家卫健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六版）的通知》，张某某系无症状感
染者，不是确诊病例。3月20日再次
采集患者痰拭子、咽拭子，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

硚口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回应称，因3月19日晚社区了解到张
某某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误
认为其是确诊患者，为提醒社区居民
做好居家防控、提高警惕，在小区内发

出了通知。3月20日下午，社区已向
小区居民解释其不是确诊患者。

防控方案：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等
分别单列

记者查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方案（第六版），监测定义条款中将疑
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等分
别单列，其中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定义
为：无临床症状，呼吸道等标本新型冠
状病毒病原学或血清特异性IgM抗
体检测阳性者。

在硚口区防控指挥部的回应中，
张某某“体温正常，无发热咳嗽等症
状”，第二次核酸检测阳性。根据第六
版防控方案，“张某某系无症状感染
者，不是确诊病例”。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第六版防
控方案在报告订正相关条款中还规
定，无症状感染者如出现临床表现，及

时订正为确诊病例。
第六版防控方案对确诊病例临床

表现的描述有三条：发热和/或呼吸道
症状；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
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
胞计数正常或减少。

记者注意到，硚口区防控指挥部
的回应中，只提及张某某没有第一条
临床表现，没有提及是否有后两条临
床表现。

陶正太介绍，张某某的两个密切
接触者，目前已经进入酒店集中隔离
观察。

记者追踪调查武汉市近期几个新
增确诊病例，发现临床表现上有的患
者同张某某一样，没有发热咳嗽等症
状，但由于CT检查结果显示肺部有
感染，被计入确诊病例。比如，武昌区
15日一个新增确诊病例，排查发现血
清抗体阳性，患者没有发热、咳嗽等症
状，CT检查肺部少许感染。

（据新华社武汉3月22日电）

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却不是确诊病例

对武汉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追踪

确诊近2.7万例，死亡340例，每日新增数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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