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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认领启事
2020年4月23日9:09分，在海南铁路西环货

线海口站至海口南站间K5+900处，一名违法进入

铁路栅栏的人员被火车撞死，该人员为女性，60岁

左右，身高1.55m，穿黑色羽绒服，紫色竖条纹裤子，

白色袜子，棕色皮鞋，没有任何证件，目前尸体存放

于海口市殡仪馆。请知情者与海口火车站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31686468、31686402。

海口铁路公安处海口车站派出所

2020年4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弦·慧府二期（北区）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4260号

海南天泓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三弦·慧府二期
（北区）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步区,项目于2016年批建，
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以下变更：（一）总建
筑面积调整为99580.71m2，计容建筑面积调整为75239.8m2，变
更后指标符合规划条件；（二）1#楼二层西北角商铺外墙轮廓线调
整；（三）5#、6#楼一层和二层商铺平面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0年4月26日至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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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

废旧PS版处置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

量大约35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

来投标。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5月8

日止。地 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周先

生13807695952。

万泉河雅寨（古调村委会第十村小组）疏浚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2018年等法规要求，《万泉河雅寨（古调村委会第十村小
组）疏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托中圣环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现向公众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存放于琼海市城市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供公众查阅，并在琼海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了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同时也欢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通过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的名称：
琼海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琼海市爱华东路19号。
邮编：571400；联系人：吴工；电话：18976141880；电子信箱：
670145988@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2020年4月26日至2020年5月11日，共

10个工作日。附件1：ttp://qionghai.hainan.gov.cn/xxgk/gsgg/
202004/t20200416_2775861.html；附 件 2：http://www.zsetc.
cn/uploadfile/2018/1229/2018122905294070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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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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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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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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得
人须按照4亩一个招工指标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20年5月6日至2020年 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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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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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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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午8:30。（二）挂牌截止

时间：2020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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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土地置换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已与被置换单

位签订了《置换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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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生产配套用房占地面积不超总用地面
积的7%，用地内不得兴建成套住宅、专家楼、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
套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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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安排用于节能板（管）生产线项目使用。项
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300万元/亩），税收不低于
180万元/公顷/年（12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7500万元/公顷/年
（500万元/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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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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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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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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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5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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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合同通知书 编号：新贤2019002

海南宏鑫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
CNNX55）,法人代表：廖小辉（身份证号：360502197905040415）:

我合作社于2017年5月10日与你方签订《新贤千亩凤梨精准扶
贫基地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第二条“乙方权利义务”第2款的约
定，你方需支付我方赔偿款92万元，经多次催缴，截止2020年4月
24日，你方仅支付了20万元人民币，尚有72万元人民币未付清。
2019年12月14日我社向你方签发了《关于催缴保底赔偿损失金的
函》（编号：新贤2019001），要求你方于3个工作日内将赔偿损失款
72万元转入我社账户，截止2019年12月18日，尚未收到贵公司的
赔偿损失款，贵公司已严重违约。为保障我社社员利益，现正式通知
如下：一、自2019年12月19日起，依法解除与贵公司于2017年5月
10日签订的《新贤千亩凤梨精准扶贫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二、我社将
依约通过法律途径追索我社经济损失。如贵公司对上述事项有异议，
请在本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到合作社与我方协商。特此通知。

临高新贤热带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0年4月25日

减资公告
三亚闽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934602050825438844）股 东 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礼锦18608989996

橡胶整体外包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拟对

所属橡胶整体外包经营，诚邀省内

各公司、单位参加竞标响应：

一、标的：68908株可割胶橡胶树。

二、位置：公司所属位于昌江黎族

自治县石碌镇和十月田镇境内各

橡胶种植园地。

三、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农业生产

等相关范围。

四、竞标报名时间：2020年4月25

日至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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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公 告
五、报名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
治县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室。
联系人：孔女士
电话：13637506068

遗失声明
海南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省农村公路交通扶贫六大工
程琼海市桥梁建设及危桥改造工
程（第二批）第二标段资料专用章，
现声明作废。
▲林立不慎遗失私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吴娇玉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号：201846001945，声明作废。
▲符尊榆2020年4月24日遗失居
民身份证，证号为：460004198403
063813，特此声明。
▲蔡平遗失中南西海岸 B2-1-
1007 号房购房收据原件一份，
金 额 ：30000 元 整 ，编 号 ：
No12- 0031887 声 明 作 废 ！
▲郑婷不慎遗失金隅大成.西溪里
6#2103购房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00658694，金额：1026387 元，声
明作废。

遗 失

供 求

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注射消毒剂杀新冠病毒？

特朗普言论引风波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在白宫举行的新冠疫情通报会上发表有关“注射消毒剂”杀死病毒的言论，

引发媒体热炒。特朗普和白宫随后于24日对这一言论作了澄清，但依然无法阻止高涨的舆论风波。

在23日的白宫疫情通报
会上，美国国土安全部科学技
术理事会代理主任威廉·布莱
恩公布了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
研究结果，包括阳光和高温有
助于抑制新冠病毒；消毒剂可
以在5分钟内杀死唾液或呼吸
道黏液中的新冠病毒；异丙醇
甚至可以在30秒左右杀死新
冠病毒等。

特朗普随即建议在这方
面做进一步研究，并说：“假设
我们用强光或紫外线照射人
体……假设把光带到人体内，
通过皮肤或其他方式，可以测
试一下。”

他还说：“消毒剂能在 1
分钟之内消灭新冠病毒……
有没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做
类似的事情，通过注射或彻底
清洁……检验一下会很有
趣。”

此外，特朗普还问在场的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
员德博拉·伯克斯是否听说过
这类治疗方法，并表示这类治
疗方法值得关注。

上述言论立即被美国媒体
热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彭
博社、《纽约时报》等纷纷指责
总统言论“危险”“可笑”。

面对媒体指责，特朗普次日做出回应。他在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一份文件时被问及此事，
称自己前一天的讲话只是“在讽刺地给记者提出
一个问题”。

白宫新闻秘书凯莉·麦克纳尼24日也在一份
声明中说：“总统多次表示，美国民众应就新冠病
毒治疗问题咨询医生。”她还批评媒体“不负责任
地断章取义，用负面头条来报道总统”。

此外，美国媒体Axios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说，特朗普正考虑减少在白宫疫情通报
会上的亮相。报道说，一些白宫顾问认
为，总统曝光过度可能适得其反，

“许多老年人对疫情担心得要命，
并不想看到总统和媒体斗嘴”。

多家美国媒体注意到，
在24日的白宫疫情通报
会上，特朗普首次没有
回答任何记者提问。

德国新冠累计
死亡病例达5500例

新华社柏林4月25日电（记者田颖）德国疾
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5日公布的新冠疫
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5日零时，德国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055例，累计确诊152438
例；新增死亡病例179例，累计死亡5500例；新
增治愈病例3000例，累计治愈109800例。

4月24日，智利总统皮涅拉在位于首都圣地
亚哥的总统府莫内达宫发布《安全复工计划》。

智利总统皮涅拉24日发布《安全复工计
划》。他说，新冠疫情将长期存在，人们必须学
习适应同新冠疫情共处的“新常态”，在保护健
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关注生活中的其他需求。

新华社发

智利政府发布《安全复工计划》

日本5名相扑运动员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东京4月25日电（记者王子江）日
本相扑协会25日透露，有一名相扑道场的负责
人以及5名相扑运动员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日本相扑协会在官网透露，位于东京的高
田川部屋的亲方、53岁的高田川本周早些时候
出现发烧症状，23日在医疗机构接受检测后，被
发现感染新冠病毒，他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部屋”是培养相扑运动员的场所，日本相
扑协会下设49所部屋，部屋的最高领导叫“亲
方”，一般由退休的著名相扑选手担任，他对相
扑协会负责，同时教授弟子学习相扑技艺。

这也是本月初首例相扑选手感染以来，日
本相扑界再次有选手确诊。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研
究给新冠病毒感染者注射消毒剂引发
广泛争议，也成为社交媒体“推特”上
的热议话题。但“推特”公司24日称，
特朗普涉及消毒剂这段视频不违反

“推特”新冠病毒不实信息的政策。
按“推特”新冠不实信息中对伤害

的定义，违反公共卫生信息权威消息
源发布的指导意见也算在内。虽然拒
绝删视频，“推特”删除了一个关于特
朗普建议服用消毒剂的表情。

就特朗普的言论，医生和卫生专
家警告民众，不要饮用或注射消毒剂
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24日
将他的消毒剂言论定性为“讽刺”。白
宫当天早些时候称，特朗普的话被断
章取义，敦促人们咨询医生寻求治疗
新冠病毒的方案。

就一些“推文”夸张模仿特朗普言
论的情况，“推特”在官方账号中称：

“有些‘推文’实际明显是讽刺或者讨
论、报告新冠相关问题，并非直接呼吁
采取行动，这不违反我们的政策。”

路透社解读，“推特”新冠不实信
息政策还包括，禁止描述标榜治疗新
冠的无效方法或故意转发误导他人，
即使是开玩笑。

“推特”先前说，会有限删除涉及
新冠可导致伤害人们的不实信息，但
不会对每条包含不全面或有争议内容
的“推文”都做删除处理。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类似注射消
毒剂之类的误导信息、阴谋论的传播，
对社交媒体网站构成压力。

视频分享网站“优兔”一名发言人
说，“优兔”不允许任何推广危险治疗
方法的内容，不管发布者是谁。

“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
格24日在一段实况视频中以饮用消
毒剂为例说，这种错误观念就是错误
信息的典型例证，“脸书”将会删除，因
为这可导致人身伤害。

美国环境保护局23日警告“脸
书”等8家科技企业，它们的平台正受
人利用，以对抗新冠病毒的噱头推销
杀毒剂。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赶紧找补B
特朗普的“消毒剂”言论不仅受到

媒体批评，也引发来自其他各方的舆论
声浪。民主党人和专家24日纷纷呼吁
民众听取专业人士意见，多家生产商也
警告民众要正确使用消毒剂。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
西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民众必须忽略“谎
言”，为了保护自身和所爱之人，必须听
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话。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斯
科特·戈特利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人们不应服用或注射消毒剂进行任何
治疗，这么做当然不能治疗新冠病毒引
发的症状。“若用了，可能导致死亡等不
良结果。”

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
伦斯·戈斯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忽视科
学会使人丧命。

知名消毒剂生产商利洁时集团发表
声明说，其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用
于人体，无论是以注射、服用或任何其他
方式。“我们的消毒剂和清洁产品应按说
明书使用，请阅读标签和安全信息。”

还有医生抱怨特朗普的言论已经开
始影响抗疫工作。纽约市一家医院的急
诊医生克雷格·斯潘塞在社交媒体上
说，医生们现在不得不开始解释为什
么人们不应喝消毒剂或异丙醇，
“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讨论在

未来如何更好应对疫情”。
（据新华社华盛顿4

月 24 日电 记者孙丁
邓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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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言论”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