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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A02-20地块规划用地性质进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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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工作
日（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6月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政府门
户网站（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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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请
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 号二楼规划建设部，邮政编码：
571127；（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5682303，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5月18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关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2-20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修改公示启事

供 求
遗失声明

刘 文 燕 ， 身 份 证 号
441622199603225749 不慎遗失
儋州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房付款收据7份，认购书编
号 ：HHD3030355，收 据 编 号 ：
HHD2014771、 HHD2014772、
HHD2171137、 HHD2171168、
HHD2171169、 HHD2171212、
HHD20147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 占 涛 ， 身 份 证 号
362321198509182416 不慎遗失
儋州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通知
欧阳丹丹：

因您违反与我司于2019年12月3

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的逾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黄
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产
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速
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年5月10日经股东会决议对单位

名称、法人代表、举办者、校长进行

变更，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叶春玲、韩冰、徐敏、马家

芊、朱晓云、云丽、林方磊共7人组

成，请有关债权人于2020年 5月

18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及并且办理债权相关手

续 。 联 系 方 式 ：朱 晓 云/

13337547121。 邮 箱 ：zhux

iaoy@legohn.com。地址：海口

市龙华区玉沙路京华城 B 区
3FB010

期未缴纳租金、物业服务费、水电

费的约定，给我司造成损失。我司

自即日起解除该合同，收回租赁

区，且我司保留进一步追究您法律

责任的权利。特此通知

海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清算公告
海口乐高机器人教育培训中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658928691XH），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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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具的购房付款收据7份，认购书编
号 ：HHD3030354，收 据 编 号 ：
HHD2174030、 HHD2174031、
HHD2174032、 HHD2171172、
HHD2171174、 HHD2171185、
HHD21711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县博厚中学遗失非税票据5
份，代码号为：0118，票号为：
0219158073—0219158110，声明
作废。
▲陈易青于2020年5月16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02219941102001X，特 此 声
明。

▲三亚和信嘉茂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雾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不慎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

张，编号:0652354868，声明作废。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不慎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

张，编号:0398092259，声明作废。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不慎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

张，编号:0421685053，声明作废。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不慎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

张，编号:065239054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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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称正考虑
对世卫组织恢复部分资助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6日说，美国政府
正在考虑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的多项方案，包括
对世卫组织恢复部分资助。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美国政府正在
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是，我们恢复（向世卫组织）
缴纳相当于往年水平10%的会费”。不过，他强
调，美方尚未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方用于缴纳世
卫组织会费的“所有资金仍然冻结”。

特朗普4月14日以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病毒
疫情不力为由，宣布美国暂停向这一组织缴纳会
费。这一决定招致国内外广泛反对，包括美国的
欧洲盟友。

世卫组织成员缴纳会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
为摊派会费，依据各成员卫生和经济状况计算；另
一部分为志愿会费，多用于资助具体项目。

美国原本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最多。美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2019年资
助世卫组织4.52亿美元，其中摊派会费接近1.19
亿美元。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希望把美国摊派
的世卫组织会费大幅减少至5790万美元。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柳叶刀》：

美政府边缘化疾控中心
将危害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新华社伦敦5月17日电 新一期英国科研期
刊《柳叶刀》发表社论说，美国政府不断边缘化该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做法会损害全球在科学
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这一负面效应正如美国
暂停缴纳世界卫生组织会费一样。

这篇社论指出，美国的疫情状况仍不乐观，然
而这个国家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下称疾控中
心）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角色却被不断弱化，变成
一个“无效以及名义上的顾问”。

文章指出，“毫无疑问”疾控中心在新冠疫
情初期犯了错误，特别是在病毒检测上；然而，
将这个机构边缘化并弱化它的作用不会解决问
题，美国政府总是“着迷于”找到快速结束疫情
的方式——疫苗、新药，甚至指望病毒会就这么
消失了，但事实是只有依赖基本的公共卫生准
则，包括病毒检测、感染追踪以及隔离等，才可
能终结疫情。

“非常”时期将有哪些“非常”之策？
——2020年两会看点前瞻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2020年全国两会，将于5月21日拉开大幕。与此同时，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以及“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两会，将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
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经过艰苦卓绝的
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
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
首先，国内外疫情形势仍不容乐

观。一方面，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确诊病例、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根
据世卫组织16日公布数据，中国以
外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34万例，死亡

人数达到29.7万人；另一方面，国内
部分地区近期仍发生聚集性疫情。

其次，科研人员研究认为，新冠
肺炎疫情或将长期存在，间歇性地在
局部流行，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常态化下，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因此，今年下一阶段如何做到常
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推动公共卫生
体系的完善，将是全国两会的重要议
题。另外，中国将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抗疫，相关决策与趋势也备受世
界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协

和医院院长胡豫说，当前疫情防控风
险挑战仍存，绝不能前功尽弃，必须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
体防控策略，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
准管控、有效救治。

同时，“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
短板。”胡豫说：“两会期间，我和其
他代表委员将聚焦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围绕提升疫情监测预
警能力、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
救治体系、理顺医药卫生体制等问
题展开深入探讨。”

当前境外疫情还在蔓延扩散，对
世界经济的冲击还在发展演变过程
中，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
困难与挑战。

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稳住经
济基本盘、保障民生是核心目标。
因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怎样
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包括GDP
增速如何设定，就业、收入、环保等
方面的任务如何安排等，成为备受
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一季度我国 GDP 同比下降
6.8%。1至4月份主要指标仍处在下
降区间。

虽然挑战严峻，但我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今年下半年，
围绕如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做到保居民就
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
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
基层运转，备受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两
会期间，代表委员将会重点谋划
如何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
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让拉动经
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
马车”恢复动力。

“提振经济除了政策刺激，还要
不断深化改革。政府工作报告将释
放一系列新的政策信号，我们的信心
也会更加坚定。”张立群说。

看点二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如何确定？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
之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目
前，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
贫困村未出列、551万贫困人口未脱
贫。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
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
万人存在致贫风险。

目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倒计时，
正发起最后冲刺——聚焦“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未摘
帽的52个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脱
贫难度大的1113个村。除了要啃下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硬骨头”，
受疫情影响，一些帮扶工作难开展、
外出务工受阻、产业扶贫遇到困难。

时间紧、压力大，如何如期圆满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有效应对疫情带
来的“加试题”考验，需要代表委员群

策群力，建言献策。
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

脱贫进度符合预期，成就举世瞩目。
从有关部门的安排看，今年的一个工
作重点是加强产业扶贫，同时建立防
止返贫的工作机制。下一步，要加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全面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方面
的发展。

看点三 脱贫攻坚如何啃下“硬骨头”完成“加试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如何确
保实现目标，为新阶段新航程奠定良
好基础，代表委员的相关讨论也将成
为重要看点。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迈
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其
中，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今年已经进入决战
决胜关键的阶段。

此外，生态环境既是重要的民生
福祉，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污染防治攻坚战正持续有力推
进。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19年1
至10月，全国地表水水质好于3类断
面同比上升2.3个百分点；劣5类断
面比例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
平均浓度同比持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体现
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百姓收入增
加的物质层面，还体现在人们对公平
正义的追求、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对
丰富多彩文化生活的需求等精神层

面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辛鸣说，住房、养老、教育、医疗、文
化建设等事关“全面”的话题历来是
两会热点，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年，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部分
地集中在对公平与优质的要求上。

辛鸣表示，下一步，在“十四
五”规划的编制中应作好战略应对
和规划，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将发展目标定得更高，重点包括：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深化改
革，推动生态环保，实现经济更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等。

民生连民心，今年疫情背景下的
民生保障尤为牵动人心，是重中之重。

首先是就业压力不容回避。统计
局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6.2%，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比上年同期高出1个百分点。

在就业群体中，大学生与外出务工
人员尤为突出。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
模将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受疫情
影响，今年毕业生工作签约率明显低于
往年。此外，中小企业纷纷裁员或缩减
用工人数，一些农民工不得已返回家乡。

经济下行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
入。如何保护百姓的“米袋子”“钱袋
子”，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
体的保障迫在眉睫。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许光建说，民生问题最为敏感，越是特
殊时期越要兜底线、稳底盘。

中央近日发出“稳就业”的政策强
信号。国务院已出台一系列帮扶小微
企业，减税降费，促进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的政策。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将集中
智慧出谋划策，研究如何加大失业保
障力度，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
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减负纾困，助力市
场复苏，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新型动能
增长，推动服务业升级。

此外，“就医难”“就医贵”如何进一
步破解、垃圾分类如何落地、义务教育
阶段“就近入学”新政策效果如何、老旧
小区改造怎样推进、养老院建设如何加
快等问题，也将是广受关注的话题。

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还将对酝酿多年的民法典草
案进行审议。

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4次启动民
法制定工作。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
立法任务。2017年，民法总则获表决
通过。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分
编草案进行了多次审议。2019年“完
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由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合体”而成的民法典草案，包括7编
加附则，共84章、1200多条，是一部
全方位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被誉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新时代人民
权利的“宣言书”。

民法典草案不仅覆盖人民生活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产经营的方
方面面，而且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时

代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认

为，民法典草案体现了21世纪的时代
特征，对很多社会民生热点都进行了
直接回应。比如，大数据背景下的个
人信息保护，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合同
的订立、履行，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
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遵循
的行为准则等等。“这些话题将继续成
为两会审议过程中的热点。”他说。

此外，民法典草案在中国人大网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13718位
网民提出的 114574 条意见。王轶
说，反馈意见比较集中的方面，也会是
此次审议的关注点。比如，“总则编草
案中的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物权编草
案中对承包地‘三权分置’问题的进一
步回应，合同编草案中与千家万户息
息相关的物业服务合同等。”

受全球疫情蔓延影响，我国外部
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经济下行，一些
西方政客为推卸自身防疫不力责任频
频向我国“甩锅”，一些西方媒体丑化
中国形象，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思
潮升温，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
义有所抬头。

中央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
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
备和工作准备。同时也基于这样的判
断，中国未来将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
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举世瞩目。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
说，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
见，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克

时艰，加强国际合作，破解各种世界性
难题和挑战，是我们处理当前国际关
系的基本宗旨。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越是复杂，
练好自身内功越显重要”。张占斌表
示，“当前我们要稳住阵脚、守好底线，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也是为全球
社会经济稳定作贡献”。

此外，他认为，两会期间，如何维
护好我国对外开放大局、进一步宣介
稳定的对外政策、继续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
事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也将是代
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看点一 疫情防控“下半场”怎么打？

看点四 如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看点五 民生保障如何纾困托底？

看点六 民法典保障人民权益有何突破？

看点七 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将如何应对？

5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
冷举行的宣誓仪式上发表讲话。

以色列第35届政府17日下午在位于耶路撒
冷的议会正式宣誓就职，结束了该国持续一年多
的组阁僵局。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