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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

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定安营销服务
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08年09月28日；负责
人：邢福壮；机构住所：海南省定安县塔岭新区定雷路东侧见龙
苑第A幢A4号房及A3号房二楼西南侧；邮政编码：570203；联
系电话：0898-36801401；机构编码：000018469021001；业务
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
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定安营销服务部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00512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5月19日上午10时在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杨凌（海南）高科技热带农业有限公司债权(截至处置基准
日2020年3月31日，该债权人民币债权本金500万元，美元债权本金
10.58万元,本息折合人民币3,937.24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50
万元整。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等；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
间：拍卖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18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
间：2020年5月18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
景花园听涛居15A。电话：0898-68598866、13519892888。委托方
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4292。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
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
话：0898-66719286、66713686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0〕4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06-05-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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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该宗土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500
万元/亩。上述控制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竞得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向相关部
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该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
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执行。

三、竞买事项：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申请参加竞买
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
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1)只可单独竞买，不得联合竞买；(2)同一竞
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竞买人，报
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致）。2.具有下列行为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
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并未
及时纠正的；（3）失信被执行人。3.挂牌期间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一
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以上意向受让方，采
取拍卖竞价方式交易。挂牌活动结束，竞得人应当场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应按法律、法规规定和产业
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与儋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申请人可
于2020年5月15日至2020年6月10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或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15层

盘龙拍卖咨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
参加竞买。5.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16:00
（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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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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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7.挂牌时间：2020年6月2日
8:30至2020年6月12日10:00（北京时间）。8.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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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
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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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挂牌的地块以现
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
准。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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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581985 23883393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28号

宝发国际大厦15层盘龙拍卖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2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H06-05-01地块

宗地面积
7786.7平方米
（11.68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3.5；建筑密度：≤

40%；绿地率：≥25%
挂牌起始价

土地单价5700元/平方
米，总价为4438.40万元。

投资强度（万元/亩）

≥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438.40

通 知
凡是在2014年至2020年2月期间与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

司签订《海口市出租汽车运营任务承包合同》和《海口市出租车行业
劳动合同》的驾驶员，我司于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期间报废的
出租车现已更新完毕，已具备营运资质。请以下驾驶员于2020年5
月13日至31日内回公司续签《海口市出租汽车运营任务承包合同》
和《海口市出租车行业劳动合同》。如逾期未到我司签订者，视为自
愿放弃续签。附：驾驶员名单：
徐瑞武、林 军、庞名标、黎文驰、林道荣、王 敏、谢国雄、赵宽光、
廖诗连、曹世忠、刘祚林、陆圣洪、何 江、王春桂、林志勇、王英来、
陈泽壮、吴清郁、王康海、宋运江、宋小强、王著帅、林小勇、唐甸亮、
庄华贵、周克和、范高清、林明旺、钟永国、吴多群、李勇升、郑德大、
梁正江、何 明、方章辉、马家文、柯建新、袁 强、周安乐、王康伟、
古俊明、王 刚、符家珍、陈崇武、林尤善、吴淑智、冯亚平、莫书原、
何红英、张云峰、李景林、李儒卿、黄华清、韦东海、苏文劲、冯地雄、
李延富、陈庆云、陈锦德、李海滨、王 潇、王大军、林立山、陈 范、
周庆雄、曾繁宁、王庆书、叶 健、吴多瑄、王亚军、刘胜军、周业日、
韩祯光、符 壁、李 杏、吴国州、林小明、王坤忆、张 斌、曾 红、
王有雄、符信锋、林秋利、吴坤喜、范英军、周玉琼、陈明雄、林举学、
曹世明、林 和、陈亚福、陈银花、林书德、蔡祖祯、邓俊浦、芦 勇、
李 华、程卫伟、黄思川、黄 柯、吴 哲、蒙绪钦、何承军、郭海峰、
张 强、周运吉、陈劲松、曾祥华、曾祥发、王秋梅、李名蕃、郑地福、
谢芝成、夏 杰、朱守合、刘保拴、冯善宁、林 忠、曾 勃、黄育取、
冯学富、符积强、薛英亮、蔡甫太、吴汉明、苻少琴、杨文彬、杨兴弼、
符 新、杨成辉、吴崇英、黄家宁、符 玉、高艳东、黄克志、高来顺、
潘 干、吴多文、李亚利、张运华、朱南理、王介威、黄基权、王亚四、
韩汉光、吴汉强、黄川耀、林明良、温权光、林声涛、陈广荣、章家兴、
黄家寿、刘宏忠、何 流、吴清松、王华俊、章家志、黄庄智、王大飞、
吴必平。

海口长和水陆交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5月15日

00:00-06:00对海口市海府片区进行网络优化调整。届

时，该地区的部分互联网专线用户、部分MPLS VPN LAN

专线、铜缆接入固网语音业务使用将受180分钟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中办发电

〔2020〕5号）和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

的通知》（琼厅字〔2020〕7号）精神，经海南省2020年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委员会会议审定并报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初审通过，现

将海南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予以公示，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20年5月12日—5月18日（公示期5个工作日）。

投诉电话：65348602，66553626,66553629（传真）。

电子邮箱：hnszjjb@163.com。

受理单位：海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

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19室海南省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5月12日

陆受伦
刘文民
龚银州
吉立斌

王小丹

蔡连雄

黄春光

杨全文

生毓龙
陈修宇
邢福甫

陶凤交

侯立山

符小琴

杨 文

朱 平
黄海军

夏 风

蒋会成

吴 琦

王 忠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壮族
汉族
汉族
黎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黎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1964-02
1963-03
1965-03
1973-12

1991-09

1963-03

1964-01

1981-09

1967-10
1977-09
1983-03

1959-06

1971-11

1976-09

1965-10

1970-08
1984-10

1963-06

1968-07

1982-05

1976-09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群众

中共党员
群众

中共党员

群众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民革

中共预备党员

中共党员

初中
大专
中专
中专

大学本科

高中

高中

高中

大学本科
大专

大学本科

小学

研究生

初中

大学本科

初中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清运部经理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民委员会农技员
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团支部书记、餐饮部运
营经理
琼海市中原镇仙村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生产部
三车间主任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定安龙田坡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乐东丰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艺师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化社区居民委员会村
民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茶叶
加工技术员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矿二厂协力一组组长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综合业务部副总经理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室分优化工
程师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信息技术局技术开发
部副经理

农民工
中级工程师

农民工

中级工程师

中级农艺师

高级工程师

中级评茶员

高级工程师

正高级工程师

中级工程师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及职务 备注

姓 名

陈清琪

谢群丽

冯 琼

李祖玉

邢福顺
王 日

钟兴武

蔡新文

曾 敏

符传杰

罗 杰

刘 莉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黎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2-05

1981-01

1971-10

1972-09

1969-03
1974-07

1968-01

1982-11

1975-09

1975-12

1971-09

1982-0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九三学社

中共党员

民盟

中共预备党员

文化程度

大专

高中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博士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工作单位及职务
海口市排水管道养护所第三党支部书记、秀英
养护队队长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城乡环境卫生督查考核
中心组长
中共琼海市博鳌镇委员会书记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
长
白沙黎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二小学校长

海南省眼科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海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
海南省人民医院科教处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医疗
保健中心副主任

海南省琼剧院副院长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备注

中级农艺师
高级教师

主任医师、教授、
国务院特贴专家

主任医师、
国务院特贴专家

一级演员、
国务院特贴专家

二级教授

中级主管护师

海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

海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推荐人选公示名单（26名）

海南省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名单（12名）

王笑冰

黄 伟

符 亮

胡 诚

吴成军

男

男

男

男

男

土家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1976-01

1987-08

1967-06

1969-09

1988-01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群众

中共党员

群众

大专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大学本科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信号工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造价管控部部长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发电部锅
炉运行专工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运行处运行值副值长

高级工程师

副高级工程师

中级工程师

中级工程师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及职务 备注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用汉语拼音书写“谢谢，我爱你中
国”；噙着泪水感叹“中国人，真朋友”；
在阳台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引来社区
越来越多人加入，形成气势如虹的合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危
难时刻的真诚援助，让外国民众由衷
感动。世界各地上演一幕幕感人场
景，回应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
谊，激发着全球携手抗疫的坚定信念。

疫情没有国界，人间自有真情。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
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
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习近平主席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
别峰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真诚的宣

言，更是有力的行动。在全球抗疫的关
键时刻，“中国邮包”火速派发，“中国专
家”陆续出征，“中国经验”倾囊相授
……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
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困
难的时候，国际社会所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江苏无锡新吴区当初收到友好
城市日本丰川市捐赠的4500只口罩，
在得知友城物资告急后，迅速组织返
捐5万只口罩；意大利当初赠送中国4
万只口罩，中国回赠达数百万只；俄罗
斯曾送来200万只口罩，此后通过各种
渠道收到1.5亿只来自中国的口罩；美
国社会各界人士曾纷纷向中国抗疫伸
出援手，现在中国已经累计向美国提

供口罩超过66亿只……统计显示，中
国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并积
极为各国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便
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
族赓续千载的优良传统，也是流淌在
中华民族血脉里的道德基因。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
胁。真诚尊重每一个生命、全力拯救
每一个病患，保护好本国人民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离不开人道主义精
神，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同样离
不开人道主义精神。疫情发生以来，
向多个国家派遣抗疫医疗队、建立疫
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举行数十场专
家视频会议、提供大量抗疫物资援助
……中国在继续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

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有需要
的国家提供援助，这是出于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善良与爱心。正因如此，中国
从不会在朋友有难时袖手旁观、避而
远之，更不会在伸出援手时夹杂私利、
附加条件。这样的努力值得尊重，这
样的付出已被历史铭记。

“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
之花”。正如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物资
上写的这句意大利名言，人类只有一个
地球家园，各国共处“地球村”。这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警示世人，面对人类共同
的敌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当前，抗击疫情早已不是一国一城的事
情，而是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之战、
维护人类健康福祉之战、维护世界发展
繁荣之战。中国的对外抗疫援助，是秉

持初心而不是收买人心，是计天下利而
不是谋私利，这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坚
持正确义利观的自觉行动，是践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担当。

在全球疫情大考面前，没有哪个国
家可以孤军作战，没有任何地方能成世
外桃源。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不是政治性的宣示，而是每天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只有每个国
家都有效控制疫情，全球才有公共安全
可言。正因如此，中国尽己所能帮助他
人，愿望是真诚的，行动是自觉的。正
因如此，中国将始终同各国安危与共、
风雨同舟，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积极贡
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力量。因
为我们知道，只有各方携手同心，才能
实现战疫完胜。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中国支援见证“风月同天”
——携手全球抗疫 彰显中国担当⑤

吉林省10日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例

舒兰市全面实行提级管理
据新华社长春5月11日电 11日，吉林省卫

健委发布10日0至24时疫情通报称，吉林省新
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吉林市），其中1
例系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记者在舒兰市了解到，当地已全面实行提级
管理。除运输农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外，其他车辆
和人员严格限制通行；对所有社区、村（屯）实行封
闭管理；暂时关停游乐场、图书馆、网吧等公共服务
及娱乐场所；已经复学的高三、初三年级学生恢复
网上授课模式；对所有在舒人员开展地毯式排查，
严格落实隔离管控措施，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

5月11日，工作人员在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
街三民小区进行消杀作业。

5月1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说，5
月10日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
例，来自同一小区。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武汉新增5例确诊患者
来自同一小区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
者朱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为支持非洲
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
定向津巴布韦、刚果（金）和阿尔及利
亚三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

赵立坚介绍，专家组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分别由湖南省、

河北省和重庆市卫健委选派。其
中，中国赴津巴布韦抗疫医疗专家
组 已 于 11 日 上 午 启 程 ，赴 刚 果
（金）、阿尔及利亚抗疫医疗专家组
将于近日出发。

“中国与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好朋
友和好兄弟。”他说，在中国疫情防控
形势艰难时刻，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
了宝贵支持。当前非洲疫情形势严
峻，中方感同身受，已经并将继续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
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

赵立坚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多批
次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紧缺抗疫物
资，中国地方省区市、企业、民间组织

等也纷纷伸出援手。中方将继续根
据非洲疫情发展和非洲国家的愿望，
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抗疫物资，加强
中非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领域合作，
携手取得抗疫最终胜利。

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三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