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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迁坟公告
根据部队建设需要，拟在我县龙河镇南勋村建设营房

及配套设施。为支持项目建设，我局现决定对该项目用地

范围内的坟墓进行清理。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五日内向我局龙河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提出，逾期不提

出的，将视为无主物，我局将依法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宏;联系电话:15103000802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8日

债权催收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依法享有下列债务人

全部本金及利息的债权，请公告中的债务人（担保人）积极采取措施，
筹集资金，向我行清偿债务。另外欢迎有财产线索的律师事务所上
门前来洽谈合作清收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二○二○年五月七日
联系电话：0898- 65895312 联系人：蔡经理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20号德派斯大厦三楼 邮编：57012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借款人
海南华埔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

海南深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南海信公司

海南省电子工业总公司
海南银海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民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海翔国际船舶代理公司
海南银岛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吉南实业公司
海南银岛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太阳养殖示范场
海口市南岛厂

海南佳运通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币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港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380,094.30
2,490,745.86
83,447.70
52,967.33

9,320,492.21
1,685,411.30
2,969,280.00
500,000.00
3,000,000.00
5,694,596.56
7,217,618.00

9,816,155.36

表外利息（元）
231,392.39

1,318,118.02

3,556.24
916,425.11

16,520,811.56
2,449,804.40
1,262,717.12
672,186.24

6,468,969.67
10,107,639.94
1,402,088.49
488,261.79
812,857.75

3,445,548.79

本息合计（元）
611,486.69

3,808,863.88
83,447.70
56,523.57
916,425.11

25,841,303.77
4,135,215.70
4,231,997.12
1,172,186.24
9,468,969.67
15,802,236.50
8,619,706.49
488,261.79
812,857.75

13,261,704.15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我局近期拟组织公开出

让九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拟出让宗地预公告如下：
一、出让标的基本情况：近期拟组织公开出让9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况如下：1.海棠湾林旺片区控规F-1-3地块；2.中心城区控

规HP03-04-02-02地块；3.中心城区控规HP03-05-01/01地块；4.中心城区控规HP03-08-09地块；5.凤凰海岸片区控规NBH2-1-07/
08地块；6.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3-04/06地块；7.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3-07/09/10/11地块；8.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
2-01/03地块；9.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2-04地块。该九宗地概况见下表：

二、竞买事项：1、欢迎意向竞买人了解拟出让土地相关情况，开展竞买前期准备工作。2、有竞买意向者可到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三
亚市投资促进局咨询了解用地详情。3、竞买人资格条件、报名和出让时间以正式出让公告为准。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6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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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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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位置

海棠湾林旺片区F-1-3地块

中心城区控规HP03-04-02-02地块

中心城区控规HP03-05-01/01地块

中心城区控规HP03-08-09地块

凤凰海岸片区控规NBH2-1-07/08地块

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3-04/06地块
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3-07/09/10/11地块

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2-01/03地块
凤凰海岸片区控规YGHA2-2-04地块

面积（公顷）

3.27

2.74

3.94

10.18

4.55

1.35
1.25
1.15
0.26

规划用地性质
服务型公寓用地（国标代码：B14）

餐饮用地（国标代码：B13）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服务型公寓用地（国标代码：B14）
其他商务用地（国标代码：B29）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服务型公寓用地（国标代码：B14）
其他商务用地（国标代码：B29）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娱乐用地（国标代码：B31）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国标代码：B9）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零售商业用地（国标代码：B11）

兼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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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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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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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告函
乔舟：

2014年9月29日本人谷荣杰与乔舟就三亚市亚龙湾亚泰商业

中心B1-2号商铺港轩茶餐厅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并约定乔舟配合

本人办理“三亚天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时公司”）的

法人和股权变更手续【公司股东为乔舟、侯琳宸】。此前，本人曾多

次催促乔舟配合办理上述变更手续无果。因本人与乔舟无法取得

联系，特以公告方式向乔舟催告如下：请乔舟于本催告函发布之日

起七日内配合本人办理天时公司法人及股权变更手续，否则由此所

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天时公司被吊销、被列入工商黑

名单等均由乔舟自行承担。

催告人：谷荣杰
2020年5月8日

中信银行海口分行问题资产竞价转让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海南

海宇锡板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转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债权：截至2020年4月30日，我行对该公司的债权

本息及费用合计为人民币4721.58万元。
二、底价：本次竞价标的设立保留底价（不对外公开）。竞价

人报价未达到保留底价的，我行将不接受竞价人的报价。
三、竞买资格：系在中国大陆注册、登记或成立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及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人员除外。
四、竞价要求：竞价人应于2020年6月5日下午17时前持法

人或组织证照（自然人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
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到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中路1
号半山花园中信银行海口分行了解拟转让标的资产基本情况，领
取竞价文件。

本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止。
本公告不构成要约邀请，具体内容以竞价文件为准。
联系人：徐金津、王莹莹
联系电话：0898-68578353/8417

关于召开海南罗牛山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股东会的通知

谢正西、樊春晖：
兹定于2020年5月25日在本公司召开我司股东会，现将有关

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时间：2020年5月25日上午：10点
三、会议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投票表决形式：现场方式
五、会议审议事项：《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股东会决议》

拟将我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嗣华变更为：李勇
六、如无到场开会或无书面说明的股东视为放弃表决权（同意）。
联系人：苏小玉 ；联系电话：13637647910。

海南罗牛山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2020年5月8日

冲击 难题 启发
——写在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布百日之际

1月30日，世界卫生
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发出该组
织最高级别警报。

报警百日，世界发生
了未曾预料的变化。世
人日益明白，面对共同之
敌，人类是一个紧密的命
运共同体，内斗生危，团
结则胜。

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和特
效药尚未出现，涉及病毒的众多流行
病学问题仍无定论。科研人员为以
上问题全力寻找答案时，更多难题呈
现。

难题 1 要生命还是要生计？

一方面，多国限制非必要商业活
动和个人出行，以减少人际感染风
险。另一方面，相关措施严重抑制生
产和消费，给民众生计带来压力。为
重启经济，多国宣布“解封”计划，但

“解封”后疫情是否会重回高点仍是
未知。

难题 2 要封闭还是要开放？

疫情带来恐慌，一些国家重启
“零和游戏”，强调“本国优先”。世贸
组织数据显示，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
医疗物资等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世
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指出，保障
关键资源跨境流通，才能保障抗疫

“生命线”。

难题 3 本土化还是全球化？

疫情下，个别国家以过度依赖全
球产业链及几个主要枢纽不利于本
国经济为由，要求企业回迁本土。然
而，全球化红利带来普惠，已启动的
全球布局让企业不愿也难以掉头。
尽管遇到新的难题，继续实施全球化
战略仍然是众多跨国企业的选择。

关注全球抗疫

5月6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离开首相府前往议会进行首相问答。

英国卫生部5月6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字显
示，死亡病例数与前一天相比增加649例，达到
30076例。英国成为欧洲首个新冠死亡病例超3
万的国家。 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英国成欧洲首个
死亡病例超3万的国家

前卫生高官：

美国本月底
累计死亡病例恐达10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前主任汤姆·
弗里登6日出席国会听证会，警告说美国新冠疫情

“仍处于开始阶段”，如果国家应对举措没有显著改
善，新冠死亡病例到5月底可能达到10万。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当天举行针对联邦政府疫
情应对工作的首场国会听证会。除弗里登外，政
府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定于下周出席国
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但不会出席众议院的听证会，
原因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允许。

弗里登说，在研制出一种有效疫苗前，美国应
对新冠疫情将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战争。

徐超（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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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来，全球既有秩序面临损害
和挑战。

冲击 1 卫生防线承重压

病毒凶猛，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呈
指数级增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医
护人员严重不足，个人防护装备、检
测工具、重症监护设备成为各国争抢
的稀缺资源。

冲击 2 经济秩序被破坏

疫情严峻，多国被迫按下经济活
动“暂停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
示，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世
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说，疫情
引发的贸易波动幅度可能将与20世
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相当。

冲击 3 人际交流被阻隔

疫情期间，握手、贴面、拥抱等表
达友好和感情的习惯不得不舍弃。
在公共场所，有形的安全指示线将人
与人隔开，无形的心理防线也让错身
而过的人们彼此躲避。

冲击 4 治理能力受考验

为控制疫情，多国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甚至采取“战时”措施。但党派
之争、信任缺失、谣言纷乱，让防控措
施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有国家因
自身抗疫不力，试图“甩锅”他国，让
抗疫形势更加恶化。

百日战“疫”，人类寻求新的启发和机遇。

启发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深入人心

中国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为研发病
毒检测工具赢得时间；多支医疗专家组万里驰援，
为挽救生命甘冒风险；科研工作者群策群力，共同
努力寻找有效治疗方法……大疫当前，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启发 2 数字化技术应用将提速

疫情期间，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获得“意外收
获”。居家隔离，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软件使用
频率大增；电商平台愈加走俏；远程诊疗代替上门
诊疗服务；数字娱乐、物联网等也获发展契机。这
些都显示，数字化技术应用未来将提速。

启发 3 全球化需更具韧性

疫情不仅引发对于如何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
力的思考，也将促成全球化朝着更具韧性的方向
发展。未来，跨国企业或将思考供应链、供应渠道
多样化，在供应链中引入更多参与方。

启发 4 多边治理重要性更加凸显

疫情暴发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危机应对和
经济治理方面发挥重要平台作用；世卫组织在领
导和协调全球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疫情推动多
个专门领域的国际组织展开密切合作……疫情面
前，多边治理重要性更加凸显。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世
界人民只要团结协作，努力奋斗，必将携手走出新
冠疫情的危机和困局，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日内瓦5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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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在日本东京，一名佩戴口罩
的男子走在上班路上。 新华社/路透

5月6日，医护人员在俄罗斯莫斯科的重症
监护室内工作。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
据，过去24小时俄新增确诊病例11231例，累计
确诊 177160 例，累计死亡 1625 例，累计治愈
23803例。 新华社/卫星社

俄罗斯确诊病例数超17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