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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省五一劳动奖和海南省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名单
现予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4 月 14 日。投诉电话：
65348602，66553626，66553629（传真）；电子邮箱：hnszjjb@163.
com;受理单位：海南省总工会。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
模大厦619室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拟表彰名单（10个）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海南昌江鑫龙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中学
自然资源部海南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海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琼海公路分局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电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广坝水电厂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天涯区税务局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拟表彰名单（60名）

曹献平（女，蒙古族）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

赵檀木 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刘景萍（女）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 遥 三亚市吉阳区环卫所监督队队长
李巧艳（女）三亚亚龙湾海景国际有限公司假日度假酒店

副总经理
左智勇 三沙市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赵金辉 儋州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组长
梁水仙（女）琼海市审计局四级主任科员
黄海文（女）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咖啡厂党支部委员、副厂长
陈仕锋 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帅 英（女）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周景华（女）定安县社会保险事业局企业养老股股长
韩福元 屯昌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

杨宝英（女）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部门负
责人

符升文（黎族）昌江黎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监察委
员会委员

羊 波（黎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科
员、驻村工作队长

邓成耀 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 勇 海南省接待办公室接待一处副处长
金献平 海南省财政厅国防与政法处处长
张 磊 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处处长
林明云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运输局邮件运输中心干线班

长途司机
殷 艳（女）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分公司运行维护部

负责人
程叶青 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
吴雷雷 中铁建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工委副

书记
刘 斌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生产部主任

助理
李方全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焊工
胡亚玲（女）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

分所主任会计师
张光平 北京京铁天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天佑大酒店行

政总厨
李 峰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育从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刘传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项目经理

（重点工程项目）
陈三彪 中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绕城公路美兰机

场至演丰段工程代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重点工程
项目）

刘燕飞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省万宁至洋浦高
速公路WYTJ8标项目部经理（重点工程项目）

黄华杰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白沙快速出口路总包
部项目部书记兼常务副经理（重点工程项目）

简俊敏 中建八局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重点工程项目）

李 娜（女）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援鄂先进)

蔡 毅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援鄂先进)

陈 言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援鄂先进)

李必昭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生(援鄂先进)

黄千芳（女）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援鄂先进)

林利花（女）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护士长(援鄂先进)

张秀峰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教学科研部主任(援鄂先进)

叶丹萍（女）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护士(援鄂先进)

胡颖青（女）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援鄂先进)

谢 甜（女）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生(援鄂先进)

顾 硕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援鄂先进)

卓进盛 海南省中医院院长(援鄂先进)

吴晓强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助理(援鄂先进)

王加充 海口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抗疫先进）

林昌锋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抗疫先进）

陈 励 儋州市那大镇东干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主任（抗疫

先进）

曾宪前 文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抗疫先进）

邢 隆 澄迈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委员、副院长（抗疫先进）

庞振龙 临高县公安局情报大队大队长（抗疫先进）

郑裕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抗疫先进）

邱 丽（女）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

室主任（抗疫先进）

王先驱 海南中学教师、安保科副科长（抗疫先进）

伍 琳（女）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南港管理所

客运主任（抗疫先进）

唐 盛 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裁（抗疫先进）

郑德怀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办常务副主任、白沙黎族

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委会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

长（抗疫先进）

海南省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名单（30个）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办事处禁毒办公室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管养部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棠湾”轮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吉阳区域环卫三队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探索一号”船队
儋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琼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分公司生产车间
万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
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生动物检测中心品控部质控班
五指山水务有限公司五指山市污水处理厂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B）班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深海部
定安县司法局定城司法所
海南屯昌梦幻香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芳香世界销售中心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陵水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昌江黎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昌江周金甫大师玉石雕刻工作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白沙分公司综合部
海南省商务厅外商投资管理处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信息网络分公司呼叫业务

运营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5G尖兵”班组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航务与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

中心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南繁种子基地
海南福山油田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技术组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设备保障部机务班组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国药控股专业药房
海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红岭灌区田间工程建设

管理部
海南省肿瘤医院手术室护理团队

2020年海南省五一劳动奖和海南省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名单公示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33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
每年租金递增3%，租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20年4月8日
至2020年4月2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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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
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4月8日

项目名称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1
号铺面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2
号铺面
海口市滨海大道161-8号秀
英时代广场二楼880㎡商铺

组成

一层

一层

第二
层

建筑面积
（m2）

32.55

32.55

880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48671

253440

保证金
（元）

20000

140000

最小加价
幅度(元)

200

400

限时竞价
开始时间

2020年4月
22日上午9：15

2020年4月
22日上午9：3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34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
每年租金递增3%，租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20年4月8日
至2020年4月2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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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
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4月8日

项目名称

海口市文明中路125
号勤工俭学大楼3号
铺面103第一、二层
商铺（含102第二层
商铺及201房）及第
三、四、五、六层

组成

第一
至

六层

建筑面积
（m2）

1566.535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
金（元）

718440

保证金
（元）

350000

最小加价
幅度(元)

500

限时
竞价
时间

2020年
4月22日
上午9：45

根据海垦控股集团与澄迈县合作实施的5个耕地开垦项目建设的
需要，将对项目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大仕队地段约
516亩范围内；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建设队地段约1761
亩范围内；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东风队地段约1110亩
范围内；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红旗坡队地段约1109亩
范围内；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团结队地段约779亩范围
内；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向阳队地段约1057亩范围内。

二、迁移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30天内（即2020年 4月8日至
2020年5月7日止），请有关坟墓的户主到海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办理有关坟墓迁移补偿手续并自行完成迁移，逾期
不办理者按无主坟墓处理。

三、补偿标准：按照澄迈县政府相关文件执行。
四、办理地址：海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

联系人：周必亮;联系电话：13637508937
特此公告

澄迈县福山镇人民政府

2020年4月8日

关于坟墓迁移的公告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美林苑二期（三区）方案设计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华山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光华
路南侧,用地面积为1609.6平方米。根据《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项目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控制
指标为：容积率≤2.8，建筑密度≤20%，建筑高度≤48米，绿地率≥
40%。现申报的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5377.23m2（其
中计容建筑面积4503.57m2）,容积率2.798，建筑密度19.17%，绿地率
4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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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4月8日至4月16日）。2、公示
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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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7日

英国媒体7日援引英国沃里克医学院名誉讲师詹
姆斯·吉尔的话报道，约翰逊转入重症监护室的事实表
明，应加强现有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英
国爱丁堡大学研究卫生政策的琳达·鲍德教授也表示，
无论是谁、在何地，都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大家要做的
就是听从政府建议待在家中。

美国《财富》杂志7日援引爱丁堡大学全球公共卫
生专家黛维·斯里达尔教授等人的观点刊文指出，即使
英国政府现在完全放弃了“群体免疫”这个有争议的想
法，它也浪费了为抗疫做准备的宝贵时间，比如没有及
时订购足够的病毒检测试剂盒。

从最初不愿采取过多限制措施的“佛系”抗疫，到
如今实施全国“禁足令”，英国政府的抗疫策略也在不
断调整中。

英国政府3月12日宣布，该国抗疫已从“遏制”进入
“延缓”阶段，目标是尽可能降低疫情影响，并推迟疫情高峰
期出现的时间，以降低卫生系统的诊疗压力。不过，英国政
府当时并未采取关闭学校、全面禁止大型活动等措施。

3月13日，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
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群体免疫”策略，认为可以
让大多数人感染新冠病毒，以最终产生群体免疫效
果。该策略在英国乃至全球引发巨大争议。英国卫生
大臣马修·汉考克15日澄清说，群体免疫并不是英国
政府防疫计划的一部分。

从3月18日起，英国陆续关闭学校、餐馆、酒吧等
场所。约翰逊3月23日宣布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当晚开始实施“禁足令”，除购买生活必需品、就
医、户外锻炼、“绝对必要”的通勤外，所
有人必须待在家中。

上述“禁足令”为期3周。到期后，
英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如何调整引人关
注。但英国仍有卫生专家表示，希望政
府重新考虑实行群体免疫策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英首相转重症监护室
抗疫政策走向引关注

除英国首相外，全球近期已有多国报告政府高官或
王室成员感染新冠病毒。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3月13日说，他已被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波兰环境部长米哈乌·沃希3月16日说，他已感染
新冠病毒。此前，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雅罗斯瓦夫·米
卡已被确诊。

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办公室3月19日发表
声明，确认阿尔贝二世亲王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法国生态转型和团结部国务秘书埃玛纽埃勒·瓦贡
3月22日说，她本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法
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和另一名生态转型和团结部
国务秘书布吕内·普瓦尔松均被确诊。

西班牙首相府3月25日说，西班牙副首相卡门·卡
尔沃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西班牙平等事
务大臣伊雷妮·蒙特罗、地方政策与公职大臣卡洛琳娜·
达里亚斯·圣塞巴斯蒂安均检测出阳性。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3月27日宣布自己感染
新冠病毒。此前两天，英国王室宣布71岁的查尔斯王储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伊朗议会公共关系部门4月2日说，伊朗伊斯兰议
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此前
被确诊的伊朗高官还包括伊朗第一副总统埃沙格·贾汉
吉里、伊朗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以及副总统玛
苏梅·埃卜特卡尔。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4 月 2 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
卫生部长雅科夫·利茨曼已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刚刚
结束隔离的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天再次开始居
家隔离。内塔尼亚胡先前因一名助手确诊而短暂自
我隔离。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英国首相约翰逊6
日晚因新冠病毒感染恶
化，转入重症监护室治
疗。英国卫生部6日发
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英
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5
万例，死亡病例也逾
5000例。

媒体报道认为，疫
情最新发展表明了隔离
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
措施的重要性，同时凸
现“群体免疫”策略的风
险。英国政府目前仍在
不断调整抗疫策略，后
续政策走向引人关注。

6日，即入院接受检查的第二天，
55岁的约翰逊被转入重症监护室。在
送进重症监护室前，约翰逊已经接受了
吸氧治疗。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
逊目前意识清晰，将其转至重症监护室
只是“预防性措施”。约翰逊已安排外
交大臣拉布代他处理政务。

约翰逊3月27日宣布自己感染新冠
病毒，但症状不严重，会在首相府自我隔
离。首相府5日发表声明说，约翰逊仍有
发热等症状，当晚入院接受检查。

英国卫生部6日发布的新冠疫情
数据显示，英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
51608例，较前一天新增3802例，死亡
病例也升至5373例。

英国媒体5日晚播放了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特别讲话，女王呼吁民
众用自律和决心勇敢面对疫情。在这
一提前录制的讲话中，她还强调英国一
定会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首相府发言人：
只是“预防性措施”

英国防疫政策如何调整引关注

全球已有多国政要感染

世界卫生日：

世卫组织向医护人员致敬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6日电（记者刘曲）4

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
的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6日向全球所有医卫工
作者，特别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不论是疫情期间还是在平时，医护人员
的作用都十分关键，因为他们始终守护着人们
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健康。谭德塞说，只
有先拥有了健康，人们才会渴求其他东西，“健
康总是第一位的”。因此，不只是世界卫生日，
平常每一天人们都应向医卫工作者致敬。

谭德塞强调，这次疫情期间，许多医护人员
做出了巨大牺牲，其中一些人“因拯救他人的生
命而永远离我们而去”。“全世界正在目睹医护人
员的重要作用和他们（在抗疫过程中承担）的中
心角色。他们的工作最应得到我们的祝福，他
们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他人的生命。我们
对此表示感谢和敬意，也完全相信他们将尽其
所能控制疫情。”

西班牙确诊病例超14万例
据新华社马德里4月7日电（谢宇智）西

班牙卫生部7日说，该国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已
超过14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在连降4日后
回升。但卫生部发言人说，这一反弹更多是由
于周末统计数据延迟。

据西卫生部统计，截至6日21时，西班牙共
确诊新冠病例140510例，新增5478例，增长幅
度约为4%；24小时新增死亡743例，累计死亡
13798例；新增治愈2771例，累计治愈43208
例；目前共有7069人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
疗。其中新增死亡病例比一天前增加138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确诊病例超35万例
据新华社纽约4月6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6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美国确诊病例超过35万例，死亡10389
例。美国目前是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数据显示，纽约州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
诊病例达130689例，死亡病例达4758例。确
诊病例达1万例以上的州还有新泽西州、密歇
根州、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
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伊利诺伊州。

图为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诊的圣托马斯医院。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英国首相约翰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