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召
开的2020年“五一”假期旅游景区
开放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
各地要切实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
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把旅游景区
开放管理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
各地景区已陆续开门迎客。多个旅
游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景区开放数量超过5000家，主要为
山岳型景区、开放性景区和市民公
园等室外旅游场所。

山东省按照风险等级由低到
高，分类分级开放等级旅游景区500
余家；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
示，截至4月13日，全省共228家景

区恢复开放，多以大空间、开放式街
区、自然类景区为主。

记者调查发现，4月以来，部分
景区游客已逐渐增多。重庆“水上
旅游名片”——两江游船3月27日
复航以来，游客日接待量从复航之
初的不到1000人次，增长到目前的
2000人次以上，预计“五一”期间还
会出现较大增长。山东台儿庄古城
3月底恢复开放，目前景区98%的业
态已复工运营，开放以来接待游客
近20万人次，其中清明假期接待游
客约7万人次。

不少地方通过发放消费券或现
金红包、提供住宿优惠等吸引游
客。比如，浙江发放10亿元文旅消

费券和1亿元文旅消费红包，号召
“浙江人游浙江”。湖南凤凰县在景
区开放3个月内，当地11家酒店、
113家宾馆客栈、55家民宿实行“住
一晚送一晚”优惠。

公众因疫情而暂停的旅游需求
正在恢复。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
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的《国
人疫情后旅游意愿调查报告》显
示，43%的被调查者有意愿在今年
上半年旅游，其中，选择5月出游的
比例达到 16%，位居全年各月之
首。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90%以
上的受访者倾向于国内游，国内中
短程游、城市周边游占比分别为
43%和24%。

中国新闻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红卫 美编：陈海冰B02 社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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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海南儋法委字第190号

受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农垦北路160号的土地[证号：
儋国用（2010）第1447号] 及地上建筑物（未办证），土地面积
629.54平方米，土地用途：住宅。参考价75万元，竞买保证金8
万元。现将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时间：2020年5
月19日10:00时；二、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三、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5月18日17:00时，逾期将不予办
理竞买手续；四、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5月18日17:
00时前到账为准；五、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儋州市人民法
院；开户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10888390001948；六、缴款用途须填明：(2019)海南儋法委字
第190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七、特别说明：1、标的整体
拍卖，不分开。2、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一切
税费。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 33 号瑞宏大厦 A2
座 1003 房。拍卖机构电话：0898- 66753060、66753061、
13005084060；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9105。

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整体招租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4HN0047

受委托，按现状对停放于三亚市南边海路渔村段航程码头
的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整体招租，挂牌价格为940,027.00元/
第一年租金,租赁期限为10年。公告期：2020年4月30日-
2020年5月18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
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
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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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C-1-07局部地块规划条件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个工作日（2020年4月30日至2020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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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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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1-07局部地块规划条件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琼01拍1号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南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海口市滨
海大道北侧新港片区面积为65197.63m2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
用（2012）第001311号]及地上名为海口外滩中心的在建工程项目。
参考价：98291.95万元，竞买保证金：9829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0年5月28日11：00。2、拍卖地
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
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5月26日
17:00止。4、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0年5月26日17:00前到账
为准。5、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09454890004896。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海中法拍委字
第01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瑕疵情
况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
15层15B房。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70895；1897621191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795781

海南产权交易所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变卖公告
（2016）琼0106执恢468、469号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
认，由海南产权交易所与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对位于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红旗村委会母洪上下经济社159.5亩林权【林
权证号：陵府林证字（2010）第001575号】及地上附属物进行公开变
卖。现就变卖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卖价格：1950381元。
二、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超过60日，每15日为一个

变卖周期，每一个变卖周期内无人应买的，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变卖周
期。

三、变卖会地址：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产权交易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

四、保证金：1950381元。
五、收取保证金单位：意向竞买人请将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账户

(不接受现金)，账户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光大银
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处须注明：
缴款用途按顺序填写：购买人姓名或单位名称、（2016）琼0106执恢
468、469号变卖款)，并携带进账单单据及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到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办理竞买相关手续。

六、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七、变卖单位：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898-
66558010；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 南 鼎 和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黎 女 士 68585002
13876683321；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25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生态环境部《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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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ionghai.
hainan.gov.cn/xxgk/gsgg/202004/t20200426_2780667.html，
附件 2：http://www.zsetc.cn/uploadfile/2018/1229/201812290
5294070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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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以下人员自见本报公告后15日内到我局办理退款事宜，逾期
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诉讼所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由
以下人员承担。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电话：65343874，6536769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周云态
等3人多领失业保险金的追款公告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20年4月30日

序号

1

2

3

姓名

周云态

张敏勤

刘秀美

性别

男

男

女

身份证号

51222219661104
****

36062119610618
****

46000319960720
****

就业创业证
号码

4699000014
000295

4699000017
002301

4699000017
002684

需退款
金额

（元）

19548

1401

1401

领取失业保险
金与就业参保
重复年月

2014年2月-
2015年6月

2018年7月

2018年3月

特殊的“五一”，如何正确打开玩耍模式？
2020年的“五一”假期是近几年来首个放假5天的“五一”，也是我国转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后的首个小长假。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5000多家景区开放，各地纷纷出台措施重启旅游、吸引游

客。“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降低承载量、预约、短途游成为“五一”旅游关键词。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27日召
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要坚持防
控优先，确保有序开放；坚持客流管
控，加强景区入口、重要游览点等重
点区域和重要节点管理，严防人员
瞬间聚集；要推动实施预约制度，引
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要审慎
评估收费景区开展优惠活动并加强
应对调控力度等。

此前，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全国性文体活
动及跨省跨境旅游等暂不恢复。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卫生健康委印发通
知，要求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
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建立完善
预约制度，严格限制现场领票、购票
游客数量等。

根据这些规定，各地纷纷做出

相应调整，降低景区承载量、预约旅
游、短途旅游成为关键词。

安徽黄山风景区原先晴好天气
时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为5万人次，
清明假期期间因疫情防控需要将景
区日最大承载量压缩至2万人次，4
月 15 日起进一步调整为 1.5 万人
次。

重庆洪崖洞景区管理公司总经
理张奇说，洪崖洞单日最大承载量
约为12万人次。为做好疫情防控
和有序接待游客，“五一”期间单日
接待游客不超过3.5万人次，并实行
网上预约。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经开放
的景区大都推出了预约制，游客可
通过手机客户端、微信、景区官网、
电话等多种渠道预约。

一些景区的预约更加精细化。
西安大唐芙蓉园每天限流1万人次，
游客需提前预约。记者28日通过
微信预约时发现，大唐芙蓉园将每
天的预约分为10时至14时、14时
至18时、18时至21时三个时段，目
前“五一”期间门票均已预约完。

此外，由于大部分省区只鼓
励省内旅游，短途游将成为“五
一”旅游的主要形式。记者发现，
3 月以来，各地短途旅游恢复较
快，近郊游、踏青游、乡村游成为
许多游客的第一选择。在出游方
式上，在长时间居家“禁足”之后，
游客大多选择家庭集体出游，而
且出于安全考虑多选择自驾出
游，300 公里以内的短途自驾“微
旅游”受到欢迎。

受疫情影响，旅游业损失严重，
但各地依然坚持防控为先，限量开
放、有序开放。

北京市明确，以室内游览为主
的人文景观类等级旅游景区暂不恢
复开放。截至27日，北京市等级旅
游景区有序恢复开放83家，开放率
为35%。

上海规定，东方明珠、金茂大
厦、上海中心等场所“五一”临时闭
馆。广州地标性建筑广州塔发布公
告称，室内观光项目停止对外开放，
但室外游览项目正常开放。

记者调查发现，各大景区严阵
以待，但一些近郊游项目存在疫情
防控风险。济南市一家旅行社的导
游张燕告诉记者，清明假期以来，
城市近郊的果蔬采摘园、乡村旅游
综合体、农家乐等受到市民青睐，
但这些大多是村民自主经营或村
集体经营的，有的在卫生防疫物资
准备、游客健康管理监测等方面缺
乏规范，安全隐患较大。各地在对
等级景区做好监管的同时，也应加
强对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和个体户的

指导，督促各项防疫安全措施到位。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五一”假

期大量市民自驾出游，高速公路和
景区道路交通管理压力剧增，可能
出现高速服务区拥堵、景区停车难
等问题。安徽中青旅公司总经理助
理沈宏文建议，交管部门和景区应
提前分析研判，及时增设临时性
停车位、制定分流疏导方案，引导游
客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和方式。

山东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
主任王晨光表示，针对景区出入口、
购票窗口、候车点等容易出现聚集
等问题，要加强智慧旅游建设，做到
旅游景区流量管理关口前置，例如
推行无接触服务，鼓励采取网络实
名预约购票、现场扫码购票等方式，
避免人员密切接触；充分利用5G技
术和AR、VR技术，在景区推广人脸
识别入园、无人机扫码付费、机器人
检票等应用，合理分流检票人群。

多地景区提醒游客，想要出游
务必提前预约，避免盲目出行。

（新华社重庆4月29日电 记
者柯高阳 邵鲁文 董雪）

各地景区逐步恢复开放 旅游业全面复工在即

关键词：降低承载量、预约、短途游

精细防控 确保旅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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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4月29日电（记者
张建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
心近期在“净网2020”专项行动中通
过监测发现，多款民宿、会议类移动应
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网络安
全法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
隐私信息。

违法违规移动应用具体如下：
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

限。具体App如下：《锦江酒店》（版

本5.0.2）、《自如》（版本6.7.3）、《泊寓》
（版本4.11.2）、《巴乐兔租房》（版本
5.2.5）、《途牛旅游》（版本10.26.0）、
《同程旅游》（版本9.2.8.1）、《携程旅
行》（版本8.22.2）、《去哪儿攻略》（版
本5.9.0）、《日租房客栈-民宿》（版本
3.1.4）、《无纸化会议》（版本3.0）、《全
时云会议》（版本5.0.200323）、《左邻
会议安卓版》（版本7.3.0）、《云际会
议》（版本V2.8.1.0）、《小鱼易连》（版

本2.28.12-6882）、《V智会会务版》
（版本2.5.7）、《31会议助手安卓版》
（版本 7.6.4.1 ）、《飞书会议》（版本
1.2.1）、《好 视 通 云 会 议》（版 本
3.22.1.7）、《开会宝视频会议》（版本
3.6.2）、《联盒会议》（版本1.2.3）。

未说明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规则。
具体App如下：《V智会会务版》（版
本2.5.7）、《巴乐兔租房》（版本5.2.5）、
《泊寓》（版本4.11.2）、《锦江酒店》（版

本5.0.2）、《自如》（版本6.7.3）。
未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

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具体App如
下：《泊寓》（版本4.11.2）、《好视通云会
议》（版本3.22.1.7）、《开会宝视频会议》
（版本3.6.2）、《联盒会议》（版本1.2.3）。

未建立并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
诉、举报渠道，或未在承诺时限内受理
并处理。具体App如下：《同程旅游》
（版本 9.2.8.1）、《我爱我家》（版本

4.5.1）、《携程旅行》（版本8.22.2）、《V
智会会务版》（版本2.5.7）、《锦江酒
店》（版本5.0.2）。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谨慎
下载使用以上违法违规移动应用，避
免受到安全威胁；其次，建议打开手机
中防病毒移动应用的“实时监控”功
能，进行主动防御，第一时间监控未知
病毒的入侵活动。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监测发现二十一款违法移动应用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非现场交通
违法罚款可跨省缴纳……

这些与你我相关的新规
5月起施行

农民工讨薪有新的法律武器了；闯红灯等非
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以跨省缴纳了；网络聊天记
录可作为民事诉讼证据打官司了……5月，一批
新规开始施行，给你我生活增添了更多法治保障。

拖欠农民工工资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5月1日起施

行，为根治欠薪“顽疾”提供了重要法律武器。
条例明确用人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首要责

任。坚持市场主体负责、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
监督原则；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应当依法
予以清偿。

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违反规
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
不支付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赔偿金；涉嫌构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还对用人单位开展守法诚信等级评价；
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等。

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跨省异地缴纳
5月1日起，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在全国范

围内跨省异地缴纳。
根据财政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的通知，违法行为发生地与处理地在同一省范围内
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应当在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处理地所在省缴纳罚款。缴
款人在违法行为发生地以外的省接受处理的，可在
处理地所在省缴纳罚款，也可跨省异地缴纳罚款。

在违法行为发生地以外的省接受处理后，缴
款人可持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出具行政处罚决定
书编号，到处理地所在省选择的代理银行在全国
任意地的营业网点缴纳罚款。

微博短信等信息记录可作为民事诉讼证据
在网上发生纠纷如何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对

民事证据规定做出修改，明确电子数据范围和审
查认定规则。

这个5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改决定明确，电
子数据包括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
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
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
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
息；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
等电子文件；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
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近年来，诉讼中的证据越来越多以电子数据
的形式呈现。为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
此次修改对电子数据范围做出详细规定，完善了
电子数据证据规则体系。

新版《中央定价目录》定价项目缩减近30%
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自5月1日起施

行。相较于《中央定价目录》（2015年版），定价项
目缩减近30%。

《中央定价目录》是规范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权
限和范围的清单。新版目录包括输配电、油气管道
运输、基础交通运输、重大水利工程供水、重要邮政
服务、重要专业服务、特殊药品及血液等7类16项。

此次修订删除2015年以来国家明确放开或
取消的价格和收费项目；对部分特殊药品及血液
的定价部门，根据机构改革职责进行调整；修订目
录保留的政府定价项目主要限定在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明确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
自然垄断环节等领域。

（据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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