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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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先租后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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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

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先租后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先租后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1、竞买人基本条件：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
参加挂牌。属于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
照规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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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1）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
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
不具备竞买人条件。（2）该宗地拟用于新兴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产业项
目和高科技产业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项目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得小
于总建筑面积的10%，项目业主必须自持40%以上的资产所有权及经营
权。（3）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产业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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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先租后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先租后让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先租后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20年4
月3日至2020年4月28日到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
制和耕保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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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先租后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竞买保证金及资格确认：申请人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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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

时间及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4月20日9
时00分至2020年4月30日16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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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
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
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本次公告所指时间均
为北京时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该宗地为净地，目前地块上无
附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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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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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先租后让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先租
后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三）土地先租后让控制指
标：商务金融用地投资强度指标应为≥4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
50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先租后让合同》后的
3年内。以上先租后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八、本次挂牌先租后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九、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联 系 人：陈先生；咨询电话：0898-62217899。查询网址：www.
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30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7-63-1-1号

地块位置
兴隆华侨农
场六十队西

侧地段

面 积

3.3333公顷
(合50亩)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出让年限
土地出让总年限为40年，先租
后让的租赁年限为5年，与后续
出让年限总和不得超过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6，建筑密度≤25%，
建筑限高≤15米，绿地率≥40%

挂牌起始价（万元）

4544

竞买保证金（万元）

2726.4

受委托，现公开征选运营方对琼台师范学院府城校区学生食
堂进行统一运营管理。

一、招商食堂基本情况
琼台师范学院府城校区现有在校学生2千余人，该食堂为府

城校区唯一的食堂。食堂面积3320平方米，其中食堂内一楼建
筑面积约1660平方米，配套餐位约600个，一楼旁有一个小卖部
（建筑面积约75平方米）纳入食堂委托经营，二楼餐厅配套有包
厢、目前空置，需中选单位进行装修后经营。

二、委托营运期及租金
委托经营期限采用3＋3方式：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第一个

三年合同期，履约过程中食堂年营业额都超过400万元，且连续
被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定为海南省食品安全
A级学校食堂的可续签第二个三年合同。

运营合同期中每满一年后，经委托方组织考核合格后方可顺
延一年；考核不合格，不再顺延合作经营期委托方可单方面终止合
同，并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运营管理期间不得私自转包。

3、委托方食堂按现状委托运营方经营管理，食堂免收租赁
费。一楼小超市每年租金不低于62109元。

三、确定运营方办法：通过综合评审方式确定运营方。
四、公告期：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26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30日

琼台师范学院府城校区学生食堂公开征选运营方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3HN0022

▲琼海市大路镇石桥村石桥经济

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鑫鑫洋小吃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0018696，声明作废。

▲本人高丽不慎遗失海南恒大美

丽沙项目1801地块 1号楼 3402

房收据，编号: HN3013610，声明

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寻人启示
朱文根(曾用名朱世

君)，安徽省砀山县周

寨镇周平庄联村于昌

楼人，出生于1979年

11月26日，身高1米

7左右，于2019年 3

月3日从海口市海甸岛四东路颐

和花园离家去打工，至今没归来。

家里人及两个孩子急切盼望你早

点回来。见报后请您速于家人联

系，妻子李艳红: 188 98273659，

岳父：13907577539。

作。一、具体项目：1、中线高速：屯

昌服务区、枫木服务区、琼中服务

区、乐东服务区；2、文琼高速：冯家

湾服务区；3、万洋高速：东太服务

区、阳江服务区、大成服务区；二、联

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滨江

西路199号首丹商业大厦4楼海南

省交控服务区投资有限公司。三、

联 系 人 ：阮 先 生、联 系 电 话 ：

13637621166 海南省交控服务区

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0日

劳人仲案字〔2019〕第 268、336、

337号），并定于2020年5月7日

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文昌市人

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集中办

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室，联系电

话：0898-63382257）领取开庭通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30日

▲本人刘伟，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 花 岛 收 据 一 份 ，编 号 ：

HHD5212703，金额 373578 元，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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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8608908509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黄
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产
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速
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公 告
文昌锦阳投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符秋雁、符奋、邢花芬

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文

传味文昌鸡公坡养殖小区项目

第二次公示
（登报第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

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http://

hnchuanwei.com/article-

120787- 181492.html。 调 查 范

围：受本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

位和个人及关注项目的单位和个

人。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任何单

位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映给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建设单位：

陈工13807592446，

40281871@qq.com；环评单位：

周工18976680318，

2679048547@qq.com。 起 止 时

间：2020年3月25日-4月8日。

招商公告
我司经营管理的8对服务区整体广

告商业经营面向全国进行公开招

商。招商业务和合作模式可由意

向投资经营方自行提出。欢迎意

向方来电咨询或前来我司洽谈合

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美国现首例婴儿感染死亡病例
美国伊利诺伊州28日报告，一名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的婴儿死亡，确切死因待查明。
这名婴儿不满一岁，在芝加哥市死亡。伊

利诺伊州公共卫生局局长恩戈齐·埃济凯说：
“从来没有婴儿死亡与新冠肺炎有关联。正在
全面调查以确认死因。”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发展为重症的风险较高。伊利诺伊州卫生部门
说，州内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病例中，60岁及
以上人群占比超过85%。

伊利诺伊州28日报告13例新增死亡病
例，除这名婴儿和一名50多岁男子，其余人年
龄超过60岁。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意大利病亡破万 美国病亡超两千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9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63万例，
达到634835例，死亡病例29957例。疫情已影
响到全球202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
18时40分（北京时间29日6时40分），美国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 121117 例，死亡病例
2010例。

意大利：据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28日发布的
数据，截至当天18时（北京时间29日1时），意大利
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974例，累计确诊病例
92472例；新增死亡病例889例，累计死亡10023
例；治愈病例12384例。

西班牙：西班牙卫生部28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西班牙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8189例，累计确诊病例72248例；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832例，累计死亡5690例。

伊朗：伊朗卫生部28日宣布，截至28日中
午，伊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3076例，累计确
诊病例35408例，其中累计死亡2517例，治愈
11679例。

法国：法国公共卫生部门28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法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11例，累计
确诊病例37575例；新增死亡病例319例，累计
死亡2314例。

瑞士及列支敦士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
室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士及列支敦士登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052例，增至13213例，其
中瑞士死亡病例235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说，联
合国将向美国捐赠25万只口罩。

根据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28日签署
的命令，俄罗斯将于30日起暂时关闭所有
边境口岸，以防止新冠病毒在俄境内大规
模传播。

法国卫生部门日前强调法国新冠肺炎
疫情“迅速恶化”，政府升级举措积极管
控。经总统马克龙批准，政府决定将3月
31日到期的全国“禁足令”延长两周，至4
月15日。

巴西政府27日宣布，从本月30日起
的30天内，禁止所有外国人乘坐国际航班
入境巴西。至此，巴西海陆空边境均已对
外国人关闭。

中 国 政 府 赴 巴 基 斯 坦 抗
疫医疗专家组 28 日抵达巴基
斯坦，将为巴疫情防控、患者
治疗和实验室工作提供咨询，
并为巴医务人员和社区防控
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

“情系留澳学子 祖国在你
身 边 ”留 学 生 应 急 防 护 物 资

“健康包”发放仪式 27 日在中
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中
国驻澳大使成竞业现场向澳
首都地区学联代表、公派留学
生代表和小留学生代表赠送
了“健康包”。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布基纳法索6名部长确诊感染
据新华社洛美3月29日电（记者肖玖阳）

瓦加杜古消息：布基纳法索交通、城市疏导和道
路安全部29日发表声明说，该部部长樊尚·廷
宾迪·达比古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至此，该国已
有6名部长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此前布基纳法索政府已有5名部长确诊，分
别是外交与合作部部长阿尔法·巴里，国民教育、
扫盲和民族语言推广部部长斯坦尼斯拉斯·瓦罗，
国土管理、权力下放和社会和解部部长西梅翁·萨
瓦多戈，矿业和采石业部部长奥马鲁·伊达尼以及
商业、工业和手工业部部长哈鲁纳·卡博雷。

据布基纳法索政府信息服务处28日发表的
声明，截至当天，布基纳法索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20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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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关闭所有边境口岸
法延长全国“禁足令”

中国援助
巴基斯坦防疫

特朗普说

不对纽约市等疫情严重地区
采取隔离措施

新华社华盛顿3月29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
普28日在推特账户上发文说，根据白宫新冠病
毒应对工作组建议，并在同纽约、新泽西、康涅
狄格三州州长协商后，他认为不必对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的纽约市以及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
三州采取隔离措施，但要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强有力的旅行建
议”，由州长与联邦政府协商后执行。

英国卫生部29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
19522例，较前一天新增2433例；累
计死亡病例升至1228例。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家隔离的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定于下周给
英国每一户家庭发去信件，主题是：
别出门！

英国政府28日发布信件全文。
约翰逊在信里写道，“仅短短几周”，
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巨变”，新

冠肺炎疫情对个人和社区产生“重
大冲击”。

他说，如果短时间内许多人病
重，国家医疗体系将“不堪重负”，“将
付出生命代价”。因而，“必须遏制疾
病蔓延，减少需要入院治疗的人数，
从而尽可能挽救更多生命”。

“因此，我们的指示很简单，
就是你必须待在家里。”他写道。
其中“必须”一词用黑体写成，以
示强调。

他呼吁民众避免走亲访友；除
“购买食品和药品、每天锻炼一次和
看病”等目的外，尽量不要外出；尽量
在家上班。如果必须外出，尽量与他
人保持至少2米距离。

他告诫民众，“必须遵守这些规
定”，否则“警察将会开罚单”。

在信的末尾，他再次用黑体字强
调“待在家里”。“国家处于危急时刻，
我强烈呼吁你们，请待在家里，保护
国民保健制度，挽救生命。”

英国王室25日宣布，71岁的查
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约翰逊和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
27日先后宣布自己感染。

随着疫情恶化，英国政府逐
步强化防疫政策。约翰逊23日晚
下令民众居家隔离防疫、关闭全
国大多数营业场所、禁止一切社
交聚会。

约翰逊的信下周开始将送至全
国3000万个家庭的每一家。

约翰逊说，他完全理解民众
因疫情面临的生活和工作困难，
但“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依据科
学和医疗专家的建议“采取进一
步措施”。

“事情在好转之前会更糟。”他写
道。英国高级卫生官员斯蒂芬·波伊
斯28日说，如果民众严格遵守居家
隔离规定，“好的结果是”，死亡人数
将不超过2万。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逼近2万

首相致信3000万家庭：别出门，别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