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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G98环岛高速公路东线段、三亚绕城段、西线段进行路面修复
养护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需要
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0年5
月17日至2020年9月13日;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32+
000至K588+000局部路段;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需要，对管制路段
分为东线、三亚绕城、西线三个作业段，三个作业段采取不同的管制方
式同时施工。具体如下：（一）G98东线作业段采取单幅封闭施工，过往
车辆从封闭路段的前一个互通绕行至下一个互通上高速的管制措施，
个别路段采取短距离单幅封闭施工，另外单幅双向通行的管制措施。
1.2020年 5月 17日至 5月 26日，封闭G98东线高速K105+000至
K94+400龙滚互通至博鳌互通左幅,由三亚往海口方向的车辆从龙滚
互通→G223海榆东线→迎宾路→博鳌互通。2.2020年5月27日至6
月25日，短距离封闭G98东线高速K32+000至K41+000定安互通至
居丁互通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左幅双向通行。3.2020年6月26日
至7月5日，封闭G98东线高速K41+012至K56+500居丁互通至黄竹
互通右幅,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居丁互通→X221仙黄线→
G223海榆东线→S302黄屯线→黄竹互通。4.2020年7月6日至8月
1日，封闭G98东线高速K56+500至K78+650黄竹互通至琼海互通
右幅,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黄竹互通→S302黄屯线→G223海
榆东线→琼海市→常青路→新海路→琼海互通。（二）G98三亚绕城作
业段采取单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从封闭路段的前一个互通绕行至下
一个互通上高速的管制措施。5.2020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封闭
G98三亚绕城高速K257+800至K266+200凤凰机场互通至天涯海角
互通右幅,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凤凰机场互通→凤凰路→三环
路→天涯海角互通。6.2020年7月20日至8月4日，封闭G98三亚绕
城高速K287+500至K279+900南山互通至崖城互通左幅,由乐东往
三亚方向的车辆从南山互通→G225海榆西线→崖城互通。7.2020年
8月5日至8月30日，封闭G98三亚绕城高速K252+400至K257+800
火车站互通至凤凰机场互通右幅，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火车站
互通→育新路→凤凰路→水蛟路→凤凰机场互通。（三）G98西线作业

段采取短距离单幅封闭施工，另外单幅双向通行的管制措施，个别路段
采取封闭绕行的管制措施。8.2020年5月17日至5月30日，短距离封
闭G98西线高速K506+500至K502+000儋州段左幅（海口往三亚方
向）施工，右幅双向通行。9.2020年5月31日至6月2日，短距离封闭
G98西线高速K537+200至K538+000临高段右幅（三亚往海口方向）
施工，左幅双向通行。10.2020年6月3日至6月15日，短距离封闭G98
西线高速K538+000至K549+000临高段右幅（三亚往海口方向）施工，
左幅双向通行。11.2020年6月16日至6月22日，短距离封闭G98西线
高速K544+200至K543+000临高段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施工，右幅
双向通行。12.2020年6月23日至6月27日，短距离封闭G98西线高速
K424+000至K422+700叉河至八所段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施工，右
幅双向通行。13.2020年6月28日至7月4日，短距离封闭G98西线高
速K439+200至K435+800昌江段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施工，右幅双
向通行。14.2020年7月5日至7月11日，短距离封闭G98西线高速
K401+000至K402+000东方段右幅（三亚往海口方向）施工，左幅双向
通行。15.2020年7月12日至8月2日，短距离封闭G98西线高速K489+
200至K509+000儋州段右幅（三亚往海口方向）施工，左幅双向通行。
16.2020年8月3日至8月17日，封闭G98西线高速K577+000至K588+
000大丰互通至白莲互通右幅,由三亚往海口方向的车辆从大丰互通→
金马大道→南二环路→老城镇→G225海榆西线→白莲互通。17.2020
年8月18日至9月8日，封闭G98西线高速K563+000至K577+000墩
茶互通至大丰互通右幅施工，由三亚往海口方向的车辆从墩茶互通→
X300县道→福山镇→G225海榆西线→金马大道→大丰互通。18.2020
年9月9日至9月13日，封闭G98西线高速K577+000至K563+000大
丰互通至墩茶互通左幅施工，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大丰互通→金
马大道→G225海榆西线→福山镇→X300县道→墩茶互通。请途经车
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
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5月13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K32+000至K588+000段
修复养护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5HN005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泉涌水产冷冻加工有限公司车间、1
间值班室及6间简易房公开整体招租，公告如下：

租赁房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292-2号厂区内，对
外租赁的车间为1638.73m2，值班室为33.37m2，6间简易房约
72m2，合计面积1744.1m2，挂牌底价：52万元/首年；租期为4年，
租金每年按上年租金递增5%；公告期为：2020年5月14日至
2020年5月27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
ejy365.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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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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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序号

1

2

纳税人名称

海南海乐房地产
开发公司

海南和平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L71386163600000

91460000284079370N

法定代表人
或业主

孟丽楠

吴迪

欠缴税款金额
（元）

1993342.11

9920218.4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欠税公
告办法(试行)》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
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
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
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
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
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2020年5月14日

欠税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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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短信互通网关进行升级优化。优化

期间，电信用户与其他运营商用户之间的短信业务会有短

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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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资规[2020]484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
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
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
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海口市丘海大
道25号)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
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898-6892308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6日

产权申请人

海口大方工
贸实业公司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证
海 房 字 第
HJ003727号

申请土地面积

92.8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秀英
区东方洋开
发区滨景花
园南边A型
30号别墅

土地权属证件
市 国 规
[ 1988 ]577
号 、市 土 字
[ 1992] 310
号

项目名称

滨景花园

原土地使用者

大华地产基础
工程有限公司

关注全球抗疫

决策层和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疫
情形势不容乐观，但此时“解禁”仍有
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方面，按照普京的说法，当下
的俄罗斯“有解禁的资本”。他说，俄
罗斯自3月30日起全国休假，在大约
6周时间内缓解了疫情蔓延，并有效
强化了卫生系统的防疫能力——特
种病床数量从2.9万张增至13万张；
医疗设备充足；全国各地普遍具备治
疗新冠患者的条件；有能力及早发现
病例，包括无症状感染者；病毒检测
能力当前可达每日17万次，到5月中

旬将增加到30万次。目前新增病例
增加较快，部分原因是俄罗斯采取了
强力检测措施。

另一方面，俄罗斯“解禁”也是现
实所需。

疫情暴发以来，俄罗斯各行业受
到严重冲击。俄罗斯盖达尔经济政
策学院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防控
措施升级后，俄工业界投资意愿3月
显著降低；3月最后一周，俄全国和中
央联邦区的日均经济活跃度比前一
周分别下降16%和22%。

俄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说，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活动的
影响，俄罗斯每天损失约1000亿卢
布（超过13亿美元）。他预测，今年俄
罗斯预算赤字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
值的4.5%至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今年俄罗斯经济将萎缩5.5%，
失业率将从去年的4.6%增至4.9%。

政治学家德米特里·阿布扎洛夫
说，整个国家将面临严峻就业问题。
目前俄罗斯官方登记失业人数是140
万，相比4月初增长了一倍。普京也
强调，国家当前首要任务是降低失业
率。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12日，在首都莫斯科一些建筑
工地，可以看到戴安全帽工人的劳
作身影；地铁车厢内，戴着口罩和手
套的乘客隔座而坐。在加里宁格勒
一家重新开张的购物商场，尽管客
流稀疏，总算开始恢复人气。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宣布，自
12日起结束覆盖各行业的全国性
统一休假，逐步解除限制措施，力求
既保障公民安全又支持经济。他强
调，抗疫斗争仍将继续，绝不允许出
现新一波疫情高峰。

按照俄联邦政府先前公布的

“三步走”解禁方案，地方政府可因
地制宜出台解禁措施。莫斯科市准
许建筑业和其他部分行业12日起
复工，要求市民在公共场所和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戴口罩和手套，缺
一不可，违者最高可罚5000卢布
（约合480人民币）；摩尔曼斯克州
已解除对大部分居民的“自我隔离”
要求，但65岁以上居民和患有慢性
疾病者除外；加里宁格勒州准许购
物中心和理发店在规定时间开门营
业；阿迪格共和国的集市、洗车店、
理发店等已恢复营业。

新冠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开始全国性统一休假。12日，6个多星期的全国性休假正式结束，部分地区、行业开始复工复产。截至12
日，俄罗斯报告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3万，近一周来每日新增上万病例。俄罗斯此时开始“解禁”出于何种考虑？

俄政府决策层和分析人士认为，逐步解除限制措施有助于改善国家经济形势，在保障民众健康的同时拯救经济已成为当务之急。

6个多星期的全国性休假正式结束

俄罗斯开始俄罗斯开始““解禁解禁””
救人命也要救经济救人命也要救经济

现身国会听证会 福奇传递两大信号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1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新冠疫情应对情况作
证时释放了两大信号：第一，仓促重启经济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第二，美国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很可能
高于官方统计。分析人士指出，年近80岁、服务6任美国总统的知名流行病学家福奇明确表达了对于
仓促重启经济的担忧，但其“苦口婆心”能否被白宫方面认真倾听难以预料。

仓促复工需警惕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键成员福奇当天以视频会议方
式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关于疫
情应对情况的听证会。他在作证时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各州，如
果在不具备“有效果且有效率的”应对能力时就仓促地重启经济，
疫情可能会从小幅上升演变成大暴发。

福奇说，美国存在疫情暴发至不可控程度的“现实风险”，这
不仅会导致本可以避免的病痛和死亡，还将推迟经济复苏。他
说，虽然美国正沿着防控疫情的“正确方向”前进，但这绝不意味
着疫情已经完全得到控制，如果缺乏足够应对措施，今秋将出现
疫情反弹。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表示，美国
各州过快重启经济存在较大风险，可能引发第二波疫情暴发。

死亡人数或低估

听证会上，美新冠死亡病例数是否被低估也是关注重点。对
此福奇表示，美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很可能高于官方统计。

在回答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问题时，福奇以面临医疗
资源短缺的纽约市为例称，可能有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却没有去
医院治疗，死于家中，因而未被纳入官方统计。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2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3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2万
例，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居世界首位。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12日更新了新冠疫情模
型预测，再次上调对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的预期，预计到8月4日美国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14.7万例。该机构5月4日公布的模型预
测结果显示，至8月4日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约13.4万例。

“苦口婆心”谁人听

自1984年起，福奇开始出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一直奋斗在美抗击新发流行病的最前沿。在白宫疫情记者
会上，他常常公开“纠正”总统特朗普。但在美国抗疫中，福奇却屡
屡被白宫方面晾在一边。本月早些时候，白宫还曾阻止福奇到民
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疫情应对情况作证。

这次参加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参议院组织的听证会时，福奇
也受到了公开指责。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兰德·保罗
在听证会上炮轰福奇说：“你（福奇）不是一锤定音的人……我们
可以听取你的建议，但是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疫情数据）不会出
现激增，我们可以安全地重启经济。”保罗在听证会后对美国媒体
表示，“我不认为这些科学家中的任何人是无所不知的”。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徐剑梅）

俄罗斯解禁既“有资本”也是现实所需解禁方案分“三步走”

仓促重启经济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国实际死亡数或高于官方统计

5月13日，在日本东京的根津神社，一名女
士佩戴口罩从鸟居下走过。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统计，截至
13日，日本累计确诊16049例，累计死亡678
例。据报道，日本政府有意在14日解除东京都、
大阪府等13个特定警戒都道府县中的部分地区
和另外34个县的紧急状态。 新华社/路透

日本确诊病例超1.6万
部分地区紧急状态或提前解除

韩国力寻首都夜店
近2000名“失联客”

由于关联首都首尔夜店区梨泰院的新冠病
例不断增加，韩国政府12日动员各界力量，寻
找近2000名“失联”的夜店顾客。

韩联社报道，首尔市尝试逐一确认4月24
日至5月6日期间去过梨泰院5家夜店的5517
人。其中，通过电话完成调查2405人，向不接
电话的1130人发送短信；对其余1982名联系
不上的夜店顾客，防疫部门正借助筛查移动通
信基站使用信息和信用卡刷卡明细加以确认，
警方已调取监控录像配合追踪。另外，警方在
全国范围组建快速反应体系，将出动8000多名
警力追踪关联梨泰院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一名居住在京畿道龙仁市的29岁韩国籍
男子6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1日深夜至2
日凌晨先后前往梨泰院多家夜店。梨泰院同一
时段据信有超过1500名顾客。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5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医务工作
者为人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3日发布的新冠疫情
数据显示，该国确诊病例比前一天增加689
例，是印尼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水平。
该国目前累计确诊15438例，累计死亡1028
例，累计治愈3287例。 新华社发

印尼确诊病例超1.5万

福奇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国会听证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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