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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0507期）

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
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1、位于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港北路，面积为2910.61平方米，产权
证号为洋浦房地字第G03630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
2、位于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港北路，面积为6243.98平
方米，产权证号为洋浦房地字第G03631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附着物。参考价：1738.224万元，竞买保证金：348万元。现将拍卖
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0年5月22日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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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17：00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听涛居15A。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5月21日17:00前到账
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院；开户行：儋州市洋浦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101 085 099
000 0716。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9701拍2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以上标的按现状
整体拍卖，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
证。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按国家法律法规之规
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98868
13519892888。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8822018 18976105089。

终止拍卖公告
原定2020年5月7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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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被执行人海

南惠民农产品出口配送有限公司位于澄迈县金马大道4公

里处西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2539.13平方米，国

有土地证号：金江国用2012第4792号】及地上附着物”拍

卖会，现因故终止。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23114、13036099114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6359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二0二0年五月六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乐自然资公告﹝2020﹞14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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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
外。为保证项目能按时完成开发建设，竞买人自有资金必须不低于2
亿元人民币（以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发布后，竞买人同一开户银行账户
出具的竞买人的存款余额证明为准）。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12日至2020年6月8日
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
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
交易）获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15日至2020年6月8日上午11时00
分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
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
交易）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8日
11时00分（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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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11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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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
Ln2018-28-1号:2020年5月29日9 时至2020年6月9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

按规定缴交。3、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
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此宗地块属于高新
技术产业中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指标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
度税收不设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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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主管部门乐东
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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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地块用于农副产品交易、加工及收储
项目的开发建设。5、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
位，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
件，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
场施工的土地条件。6、该宗地块若需要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
建筑有关规定执行。7、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
口头申请。8、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9、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
//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http://lr.
hainan.gov.cn、http://ledong.hainan.gov.cn/。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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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联 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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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华信路1号花园新村A1栋
606房、706房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5HN0048
受委托，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口市华信路1号花园新村A1栋606

房、706 房两套房产，建筑面积均为 107.63m2，挂牌底价分别为
830043元、822831元。两套房室内均为普通装修，通风采光较好。小区
位于龙华区商业繁华区域，周边公共配套服务配套设施完善；多路公交
车经过，交通便利；毗邻滨海公园、世纪公园，是理想的居住地。公告期：
2020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19日。标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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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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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558003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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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7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黄芬：

经调查，你未经检疫向无疫区输入动物（活羊）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五条：“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
病区的动物、动物产品，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经检疫
合格的，方可进入”。因无法与你直接取得联系，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美（动监）告
[2019]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我大队拟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
壹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
条、第四十二条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如果有
要求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
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2020年5月7日

如今病毒肆虐、疫情汹涌，美国一
些政客玩起了“政治讹诈”的把戏。世
界卫生组织向全球通报疫情后，美国
一些政客一边幸灾乐祸，一边自以为
是，拍胸脯、做保证，“一切没问题”“全
在控制之中”。2月底，世卫组织总干
事意有所指地警告“任何国家如果认
为新冠病毒不会出现在自家门前，那
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而美国一些政
客却大谈“症状非常轻”“可以自愈”

“会奇迹般消失”。实行不检测政策出
来了，疾控中心“不公布”规定出台了，
政策难协同，资金批不下，执行没有
人，病人没地治——许多人十分不解，
明明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医疗卫生系
统，也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应对准备，为

何却导致疫情大暴发的局面，付出病
例超百万、死亡超 7 万的惨重代价？
让人感到十分痛惜。

美国政府应对不力，引发了众
怒。于是，为了诿过推责，美国政客抛
出了“中国隐瞒了疫情”“病毒出自中
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又一个谣
言，大肆鼓噪向中国“追责索赔”，各色
人等彼此唱和，走马灯似地登台表
演。证据何在？语焉不详！不光“甩
锅”中国，他们还加大对世卫组织施
压，诬称“偏袒中国”，不但暂停拨款，
还威胁要审查世卫组织。这番大变活
人般的政治操弄，自以为可以瞒天过
海，事实上，明眼人不难看穿，这不过
是栽赃陷害、嫁祸于人的把戏。以这
样拙劣的手法还想欺世盗名，是在侮
辱国际社会的智商。

对美国一些政客赤裸裸的讹诈，
国际上有太多人看不下去了，纷纷发
声戳穿这种自导自演的蹩脚的闹
剧。3月17日，由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等多国学者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
在科学杂志《自然·医学》发表文章
称，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是自
然进化的产物，该文采用的证据分析
表明，新冠病毒“不是在实验室中构
建的，也不是有目的性的人为操控的
病毒”。世卫组织5月1日指出，基于
各方专家意见，“我们确认新冠病毒
源自自然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戴维斯分校流行病学专家乔娜·马泽
特，曾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进行培
训并参与合作，她认为，新冠病毒的
传播极不可能是源自实验室泄漏，并
从实验室样品与新冠病毒不匹配、新

冠病毒是人畜共患疾病中暴发的最
新一种病毒、实验室执行严格的安全
协议、普通人比研究人员更容易接触
感染活体病毒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这些基于事实与科学的结论，绝不是
四处鼓唇摇舌的美国一些政客能够
否认的！

而“追责”的论调则更为荒唐，纯
属一种“政治讹诈”。中国率先向世界
报告疫情、举国抗击病毒、防控成效显
著、助力全球抗疫，何责之有？！中国
同世卫组织紧密地合作，中国的防控
做法、诊疗方案为世界各国所借鉴，中
国向16个国家派出15批医疗专家组，
中国加班加点生产防疫物资向世界供
应，何责之有？！恰恰相反，是美国一
些政客的狂妄自大拖了全球抗疫后
腿，是美国一些政客兴风作浪破坏了

团结协作的全球抗疫大局！按照美国
一些政客的逻辑，真要追责索赔的话，
国际社会该向美国追责索赔的事情真
是太多了——且不说西班牙流感、艾
滋病等疫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
致无数企业倒闭和个人破产，美国历
年对外用兵、造成数以百万计无辜平
民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这才是全世
界最该追责索赔的！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奉劝美国那
些政客，还是多干一些正事为好，疫情
当前最需要的是全力以赴防控疫情、
争分夺秒救治患者，少一些诿过推责
的谎言、少一些敲诈勒索的讹诈。否
则，不仅过诿不了、责推不掉，而且这
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将成为人类抗
疫史上的一幕丑剧。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诿过推责是赤裸裸的“政治讹诈”
——造谣中伤“中国抗疫”有悖国际正义（七）

■ 钟声

“无人化”更难防 可网购

远程办公“黑科技”竟成电信网络诈骗利器
“明明发现了诈骗窝点，可现场除了作案工具和一个

随时监控房间的摄像头外，没有任何人员踪影。”新华社记
者发现，近来“多卡宝”、GOIP（无线语音网关）等一些旨在
提升远程办公效率的设备却被部分不法分子“黑”化，用于
实施新型远程遥控通信设施诈骗。

高科技因何“黑”化？相关隐患藏身何处？加大打击
从何下手？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3月，在调查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时，福建警方发现，诈骗窝点中只有一
名“设备维护工”和一大批通信设备。

“窝点里架设了200多台‘多卡
宝’、25台路由器，通过连接交换机，
串联起1000多张手机卡，诈骗分子
则躲在境外窝点，通过手机App遥控
这些手机卡实施诈骗。”办案民警说。

记者从福建、湖南、陕西、广东等
多地警方了解到，近来“多卡宝”、
GOIP等远程办公通信工具在诈骗案
中被广泛使用。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多卡宝”、
GOIP等设备均由专业公司开发，旨在
满足用户多卡管理需求，降低跨国通
讯漫游资费。用户可将多张手机卡插

入1台“多卡宝”中，然后通过手机
App远程控制这些号码拨打电话，资
费将按照设备所在地标准收取。

“使用‘多卡宝’，一根网线就能
遥控256张电话卡。”记者从警方处
了解到，只需一个行李箱大小的空
间，“多卡宝”就能为境外诈骗团伙在
国内搭建起一处移动电话转接机房。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发现，“多
卡宝”、GOIP均可自由购买，一台“多卡
宝”设备价格在500元左右，一台GOIP
设备1500至3000元不等。一名卖家
称，该设备放置家中无需携带，可实
现“人机分离、降低资费、一机多号”。

记者还从警方了解到，使用此类

设备的电信网络诈骗迷惑性强、流动
性大，增加了打击难度。

“不同于普通境外诈骗电话拨入
时，显示号码前带有00前缀，利用布
置在境内的GOIP设备，能让受害者
所见仍是11位境内号码，来源地显
示为GOIP设备所在地。”泉州市反

诈骗中心民警王晓彬透露，这种诈骗
电话还支持回拨，迷惑性很强。

福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饶露明
告诉记者，通过使用“多卡宝”、GOIP
等设备，诈骗团伙藏身境外操纵，在
国内则高薪雇佣人员携带设备在不
同城市流窜，逃避打击。

“‘黑科技’手段在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中频频出现并非偶然，有专业团
伙和产业链追踪通信、银行等机构推
出的新型业务，‘黑’化谋财。”漳州市
反诈骗中心主任陈捷忠说。

今年初，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明确提出，要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
场，对电信网络违法犯罪及其黑灰产
业开展全链条打击。

记者从福建省通信管理局网络
安全处了解到，当前并无相关规定对

“多卡宝”、GOIP一类设备的制造、交
易、使用等环节进行规范，对此类设

备实施源头管理仍有困难。福建通
信管理局网络安全处处长陈庸程表
示，将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异常
基站重点关注、研判，并协同公安机
关快速处置，加大打击力度。

（据新华社福州5月6日电 记者
郑良 王成 吴剑锋）

远程办公高科技遭“黑”化

设备网络可购 迷惑性强、流动性大

警惕技术“黑”化“斩断”幕后黑手

专家提醒

学生参加体育活动
不可佩戴N95口罩

新华社长沙5月6日电（记者帅才）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全国各地陆续开学复课。
有些家长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让孩子佩戴N95
口罩上学，个别孩子甚至佩戴N95口罩进行体育
锻炼。专家提醒，少年儿童的心肺功能尚未发育
完全，长期佩戴N95口罩会对孩子的心肺功能产
生损伤，进行体育运动时不可佩戴N95口罩，以
免发生窒息危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教授唐勇军告诉
记者，少年儿童选择口罩的首要原则就是通气舒
适，N95口罩虽然防护性高，但不利于透气，所以
不能佩戴N95口罩进行跑步、打球等运动。有些
孩子在上体育课时也佩戴口罩，其实这是不可取
的。不建议孩子戴着口罩进行激烈的运动训练，
以免发生头晕、胸闷等症状。

唐勇军建议，体育课应尽量选择在户外通风
的地方开展，在户外活动时可以不戴口罩，学生之
间应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密切接触。

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黄勋建议，随着
气温升高，家长要考虑孩子佩戴口罩的舒适性，
给孩子选择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或医用防护口
罩已经足够，同时要提醒孩子每隔4个小时更换
一次。

香港餐饮业收入
遭遇最大单季跌幅

据新华社香港5月6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统
计处6日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香港第一季
度餐饮业总收入同比下跌31.2%，较上个季度
14.3%的跌幅急剧扩大，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单季跌幅。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餐饮业收入大幅下跌
是因为受到疫情以及包括旅游限制及保持社交距
离在内的抗疫措施的影响。

数据显示，与2019年第一季度比较，中式餐
馆的总收入下跌39.6%，非中式餐馆总收入下跌
29%，快餐店总收入下跌17.1%，酒吧总收入下跌
37.5%，杂类饮食场所总收入下跌25.9%。

发言人认为，虽然近期市面情况有改善迹象，
但在经济衰退下，餐饮业的经营环境短期内依然
困难，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有关情况。

目前，由于疫情趋缓，特区政府宣布将于8日
开始放宽多项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餐厅内
每桌最多可坐4人的规定将放宽至8人。

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
返回出现异常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进行首
次试验验证的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6
日在返回过程中出现异常，专家正在对相关数据
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