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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儋州市推进优质实体书店发展的公告
为加快推进海南西部文化中心建设，培育健康文化消费市

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根据中央十一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海南省关于推进实
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儋州市支持招商引资及产业发展
政策（暂行）》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募效益良好、资信优质的全国知名品牌书店、连锁书店
入驻儋州，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质实体书店将给予落户补
贴、绩效奖励、项目补助等政策支持。在此，欢迎有意者发送邮
件、致电或携带您的企业概况及相关资料到儋州市委宣传部办
公室进行咨询洽谈。联系人：李成明；电话：15120835313；邮箱：
634994648@qq.com；地址：海南省儋州市市直机关大楼5楼宣
传部0517室。

特此公告！
中共儋州市委宣传部 2020年3月25日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信息中心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撤销海南省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19个事业单位的通知》（琼编〔2019〕
80号），本中心被依法撤销。

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的安排，本中心按照《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拟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处置工
作小组负责清算工作。请债权人自第一次公告刊登之日（2020年
3月25日）起90日内持有效证明文件向本中心申报债权，逾期视
为放弃处理。

申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12号唐城大厦3
楼，联系人：全皓，联系电话：13518828019。

特此公告。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原信息中心处置工作小组

2020年3月26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4月10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

厅第二次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海滨
旅游区（博鳌金色港湾）941.24m2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
36446号,建筑面积：941.24m2)，参考价：15,128,030.25元，竞买
保证金400万元。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4月9日
止；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4
月9日17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说明：本次拍卖标的按现
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琼海市相
关房地产限购政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有关详细事项请关注下方微信二维码或我
司网站及前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
理。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
金融中心 906 室；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网址：www.hnhxpm.net。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0326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4月30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甸三西路16号市政花园A、B、C座综合楼二
层201-1号商业房产（海南大学南门对面）；建筑面积：418.3m2；产权
证号：HK171935。参考价：485.32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特别
说明：竞买人拟购买上述房产，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
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一切税
费及拖欠的物管、水电、燃气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2020年4月29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4月29日17:
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
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公示
债权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债务人(王海真、

钟玲凤)于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我处申办了《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 (2019)琼椰城证字第864号]。合

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王海真、钟 玲凤)应在二○一九年八月二十

六日止向债权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

人民币玖拾伍万元(950000.00元)，现截止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债务人尚欠本息人民币壹佰零贰万捌仟肆佰零陆元陆角陆分

(1028406.66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

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

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公示
张介南(债务人)于2018年12月29日与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债权人)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债务人向债权
人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以张介南名下的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
桥镇观澜湖大道1号ZD-01地块赛事公寓9-09-1栋9-10层601
房提供抵押担保，上述合同经我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现
债权人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称债权人已向债务人全额发放
了该笔贷款，但债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暂计至2020年
03月13日，债务人共拖欠贷款本金人民币 4000000元整，利息人
民币 223999.98 元整，逾期罚息人民币 16533.33 元整，共计
4240533.31元。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七日内书面向我处提出，否则我处将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出具执行
证书。联系地址:海口市公园北路2号明星大厦三楼海南省海口市
椰城公证处，联系电话: 0898-66565320 66565327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公示
债权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债务人(黄中、郭

芳利)于二○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在我处申办了《借款合同》、《抵押

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2019)琼椰城证字第1070号]。合同中双

方约定债务人(黄中、郭芳利)应在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止向债权

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柒拾万

元(700000.00元)，现截止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债务人尚欠本息

人民币柒拾肆万零伍佰玖拾捌元玖角玖分(740598.99元)，债务人

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

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

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公示
债权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债务人(张德正)

于二○一八年八月十日在我处申办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公

证[公证书编号:(2018)椰城证字第3777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

人(张德正)应在二○一九年二月九日止向债权人(海南润泰欣茂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偿 还 欠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壹 仟 叁 佰 万 元

(13000000.00元)，现截止二○二○年三月十三日债务人尚欠本

息人民币壹仟叁佰捌拾伍万贰仟叁佰陆拾陆元陆角柒分

(13852366.67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

权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

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招聘排版人员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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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社排版人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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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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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长期
上夜班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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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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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岗+
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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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限制以及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
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与竞买），竞买人应单独申请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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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洋浦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
规划的要求，竞买人须承诺所建厂房、建筑为绿色装配式建筑，优先采
用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用于建筑钢结构智能加工基地项目建设。
（二）土地竞得人的公司注册地址和税务登记地址自竞得宗地之

日起30年内不得迁出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

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24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从出让合同约
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
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的有关管理规定。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的开发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
定执行。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26日至2020年4月24日到海南省洋浦经济
开发区洋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1420室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
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
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六、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17时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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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4月17 日8
时30分至2020年4月27日上午11时1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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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

11时1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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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活动结束，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

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逾期未付
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四至界
线清楚，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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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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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需须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
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

（三）竞买人其公司注册地为洋浦经济开发区；非洋浦经济开发区
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
公司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等相关审
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

（五）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1420

室、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联 系 人：翟先生 杨先生 安先生
联系电话：0898-28829216 65303602 66825575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20年3月26日

地块编号

D3-2-3地块和
D3-1-6地块

地块位置

洋浦经济开发
区兴浦路与腾
洋路交汇处

面积（m2）

8870.5平方米
（合13.3057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土地出让年限终
止日期为 2062
年12月16日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7（建筑物层高超过8米的，在
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
建筑系数≥30%；绿地率≤20%，行政办
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7%。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39.5035（单价为
270元/平方米，折
算18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0

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洋浦土告字〔2020〕2号

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亚洲：输入风险在升高

较早出现疫情的中国、韩国和新
加坡的疫情本地传播势头已经控制
住，但仍存在零星散发病例、输入性
风险依然很高。截至北京时间25日
9时30分，日本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创
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达1212例。亚
洲多国输入性病例已连续多日呈增
加趋势。

此外，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近日相继报告了首例确诊病例。印
度确诊病例最近一周快速增加，从超
过200例到突破500例仅用4天，引
发印度国内舆论对社区传播的普遍
担忧。可见，新冠病毒即便在热带地
区也有较强的传播能力。

欧洲：“震中”形势很严峻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北京时间
25日上午，欧洲地区有4国累计确诊
病例“破万”，另有13个国家“破千”，
意大利、西班牙单日新增病例均超过

5000。作为当下全球疫情“震中”，意
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
国家确诊病例持续激增，防控措施也
逐渐“加码”。

意大利目前是中国以外确诊病
例最多的国家。据意大利官方宣布，
截至24日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9176
例，累计死亡病例6820例。意大利
总统马塔雷拉24日呼吁意大利人像
二战后重建国家那样来抵御病毒。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粗病亡率（死亡人数/确
诊病例数）目前最低，为0.38%。专
家认为，这得益于德国强大的疫情监
控体系、检测和重症医疗能力，但能
否保持低病亡率还取决于能否控制
疫情快速蔓延。据统计，截至北京时
间22日23时，欧洲各国粗病亡率最
高的是意大利，为9.0%。

中东：战乱地区受考验

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本地传
播形势依然严峻，目前伊朗确诊病例
已超2万例，该国卫生部官员说，有

的时候每10分钟就有1人病亡。此
外，土耳其和以色列确诊病例数也已

“破千”。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由于多
年战乱，卫生系统非常脆弱，令人担
忧。战乱中的叙利亚近日发现首例
确诊病例。另外，民众防范意识薄弱
也是很多中东国家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日呼
吁全球范围内停火，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

美洲：美国或成新“震中”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
示，截至北京时间25日11时，美国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54893例，已连
续两天新增病例在万例左右。世卫
组织发言人24日说，过去24小时报
告的病例中有85%来自欧洲和美国，
美国确诊病例数快速增加，可能成为
全球疫情的新“震中”。

此外，拉美地区疫情也正在蔓
延，确诊病例不断增多，各国政府纷
纷采取措施缓解疫情对民众生活的
冲击。巴西从出现首个病例至今不

到一个月，确诊病例已超2000例。
巴西卫生部20日预计，病例数可能
在4月激增，4月底巴西卫生系统恐
面临崩溃风险。

非洲：存在大暴发风险

截至23日，非洲已有43个国家
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病例超过
1500例，几内亚、利比里亚等曾遭埃
博拉疫情重创的国家也在其中。尼
日利亚、津巴布韦、刚果（金）等国都
已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非洲是
国际公共卫生薄弱环节，非洲疾控中
心此前预测，下阶段非洲疫情可能会
大规模暴发。

非洲多国已升级防控措施，包括
禁止聚集性活动、关闭学校等。分析
人士说，虽然目前不少非洲国家病例
数上升缓慢，但这片幅员辽阔的大陆
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再加上缺乏
检测试剂、防护物资等问题，形势不
容乐观。

大洋洲：南半球传播或加速

截至北京时间24日上午12时，
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
超2000例。新西兰卫生部25日宣
布，新西兰确诊及疑似新冠病例202
例。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布卢姆菲
尔德预计，未来确诊病例会继续增
加。新西兰已进入“封城”模式。随
着南半球开始进入秋冬季，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
险升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
何大一说，在南半球已出现新冠病毒
社区传播。随着天气转暖，北半球可
能在疫情防控方面获得优势，但南半
球的传播或将加速。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
彭茜）

病例破40万，全球疫情走向如何？
数字看疫情

瑞德西韦获
美药管局“孤儿药”认定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 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官网数据库显示，已进入治疗新冠
肺炎临床试验的药物瑞德西韦23日被药管局
认定为“孤儿药”，涉及适应症为新冠肺炎。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一款在研
药，尚未在全球任何地方获批上市。美国药管
局官网信息显示，瑞德西韦仅得到“孤儿药”认
定，还没有获得“孤儿药”用途的上市批准。

根据美国《孤儿药法案》，用于治疗美国境
内患者少于20万人的疾病的药物可申请“孤儿药”
资格，获得认定后可享受上市前到上市后一系列
优惠政策，包括加速审批、税收抵免、免除新药申
请费以及批准上市后可享受7年市场独占期等。

7国：
除中国外，意大利、美

国、西班牙、德国、伊朗、法国
确诊病例均已超过 2万。
美国有取代欧洲成为疫情
新“震中”趋势，非洲一些贫
困地区和中东战乱国家面
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此
外，进入秋冬季的南半球国
家也出现疫情。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伦敦3月25日电 英国王室25日
发布声明说，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的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症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71岁的查尔斯
目前表现出轻度症状，“近日都在家办公”；其夫
人卡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染。两人现在位于
苏格兰的家中自我隔离。声明说，查尔斯最近
几周内履行王室公职活动很多，因此不能确定
他从何处感染新冠病毒。

24日，瑞士医务人员转移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新华社/美联24日，戴口罩的男子从华尔街铜牛旁路过。 新华社发

美官员：

联邦政府将动用《国防生
产法》采购试剂盒和口罩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彼得·盖纳24日
表示，自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联邦政府将
首次动用《国防生产法》采购约6万个病毒试剂盒。

盖纳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
联邦政府还计划采购5亿个口罩，采购合同中
也将纳入《国防生产法》的一些规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发布行政令，授权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负责针对疫情实施《国防
生产法》。但连日来，特朗普一直没有动用《国
防生产法》，称美国有足够多的公司主动生产口
罩等医疗物资。

从10万例到20万例用了10天

20万例到30万例用4天

30万例到40万例仅用3天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统计，截至北京
时间25日11时

全球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累计达

421792例
死亡病例达

18883例
10天、4天、3天：
全球确诊病例数加速增长

80%和196：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

示，全球超80%的国家和
地区都面临病毒对国民生
命健康、经济、社会带来的
威胁。截至北京时间25日
5时53分，疫情已扩散至
196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