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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第六代“掌上智能播放器”隆重面世，新款智能播放器集评书、戏

曲、健康讲座为一体，功能强大、品质升级，大扬声器，音响质量佳，更涵盖有娱

乐、健康节目，现在拨打电话400-898-060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价值298元

一台第六代智能播放器，让中老年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精彩。

请注意，凡符合以下条件者优先领取：

1、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5岁的中老年朋友；2、每个家庭仅限领取一台，杜

绝重复领取；3、送货上门，快递费也由厂家承担！

为普及健康养生知识，现向全国55岁以上中老年人免费赠送！不必花钱

购买，赶快拨打电话！仅限200台！赶紧来电报名免费领取吧！还有更大的

惊喜等着您！

免费申领第6代掌上智能播放器！

免费领
取电话：

活动详情以致电咨询为准

400-898-0606

吴坚：
我局已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关于

撤销J121号<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征收补偿协议
>及追回吴坚已收取的11788180元人民币的征收补偿款决定》(下称
《退回补偿款决定》)，你于2019年10月11日收到后，既未申请行政复
议也未进行行政诉讼，并且也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退回补偿款决
定》第二项义务向我局支付11788180元人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我局依法向你催告，请你在
收到本催告通知书次日起十日内履行如下义务：向我局退还你已收
取的11788180元人民币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款。若逾期仍未支付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之规定，我
局将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请你收到催告通知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2020年5月15日

催告书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新院项目位于文城镇文航路北侧地

段，规划用地面积共为32013.98平方米（折合48亩），建设单位为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修规方案经市第59次规委会审议通过，

项目分两个地块，其中地块一用地面积24464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46634.57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33621.34 平方米，容积率

1.37，建筑密度22.95%，绿地率42%，建筑高度11层，停车位332

辆；地块二用地面积7549.9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23.34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9059平方米，容积率1.2，建筑密度17.38%，绿

地率46%，建筑高度9层，停车位111辆。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

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修建

性详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5月23日至6月6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3日

关于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
新院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亿兴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南洋美丽汇”项目位

于龙楼镇铜鼓岭淇水湾片区钻石大道南侧，总用地面积

49260.9m2（折合73.98亩），项目于2017年2月27日取得《建设工

程临时规划许可证》，批建方案规划指标如下：总用地面积

49260.9m2，总建筑面积84096.95m2，计容建筑面积65636.38m2，

容积率1.33，建筑密度45.89%，绿地率20%，停车位558个。现建

设单位申请调整建筑方案，1#、2#、3#、8#组团进行平面布局优化

设计及立面局部调整，2#、8#组团进行客栈昭示性通道及平面布

局优化设计，地下室局部调整布局，下沉广场原楼梯为直跑梯优化

调整为艺术旋转楼梯。调整后修规方案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49260.9m2，总建筑面积83368.01m2，计容建筑面积64627.76m2，

容积率1.31，建筑密度45.03%，绿地率15.3%，停车位558个。以上

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海南省城乡规划

条例》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

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5月23日至6月6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良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3日

南洋美丽汇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说，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
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
系，立即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
中方利益、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日依据美
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向美
国会提交所谓对华战略报告，介绍过
去两年多特朗普政府落实2017年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华内容情况。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
这个报告和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一样，蓄意歪曲中国的
政治制度和战略意图，大肆渲染“中国
威胁”，并以此为借口鼓吹继续对中国
采取全方位施压的强硬政策。

他说，针对过去两年多来美方一系
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
言行，中国政府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并
作出坚决有力回应。“事实充分证明，
美方秉持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所
推行的政策做法，从一开始就犯了根
本性的错误，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赵立坚说，新中国成立70多年
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人
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我们对
此有高度的自信。我们将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并不断取得更大的新的胜利。任何人
都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壮大。”

他说，中美建交40多年来的历史
充分说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双
方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

美方报告中所谓“美对华接触政策失
败”“改造中国失败”纯属无稽之谈。
作为国情不同的两个大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才是相处之道。

“美方在报告中也表示不寻求遏制中
国发展，我们敦促美方言行一致，切实
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
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赵立坚说，中方的对美政策是一
贯的、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一
道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同时，我们坚定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话合作，

我们欢迎；遏制打压，我们坚决反击，
美方也不可能得逞。”

赵立坚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
一个重要关口。一个稳定和不断发展
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
意识形态偏见，顺应时代潮流，客观、
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立即停止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破
坏中美关系的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他说。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交通事故纠纷或将实现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罗沙）责任
认定、理赔计算、法院诉讼、一键理赔……全国范
围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将有望实现“网
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公
安部、司法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2
日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推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工作的通
知》，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
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广。

据了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近年
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快速增长，已经
成为人民法院受案数量最多的民事案件类型之
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侵权人逃
避责任、损害赔偿标准不统一、赔偿规则不清晰
等问题长期存在并影响着当事人的司法体验，
制约了纠纷的高效化解。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于
2017年11月启动。截至2020年4月底，“网上数
据一体化处理”平台经全国27家高级人民法院牵
头，已在1380家基层人民法院试点上线。平台
全部对接公安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纠纷信息共享；对接25家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系统，实现调解数据与办案数据共享；
对接13家财产保险公司，实现全国85%的机动
车车辆保险一键理赔。

据悉，在扎实开展调研工作并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试
点在全国范围推广，将以公开的程序、可预测的
标准、智能化的计算，快速公正化解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促进类案同判。

位于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已经显
露夏日的气息，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海
岛享受阳光沙滩和碧波无垠的南
海。在海滩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
物馆是游客必选的“打卡点”。博物
馆内，静静陈列的“南海Ⅰ号”近期再
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月初揭晓的2019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广东“南海Ⅰ号”南宋
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这是一艘在考古业内鼎鼎有名
的古船。1987年，这艘沉睡了800余
年、满载货物的沉船进入人们视野。
彼时中国水下考古刚刚起步，面对

“南海Ⅰ号”，考古人并无十足的把
握。此后，经过多年的水下考古培训
与项目经验积累，专家最终提出了一
个大胆的方案——整体打捞。

2007年，经过被业内认为是“前
无古人”的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之
后，“南海Ⅰ号”被安置于广东海上丝
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内，进行保
护、发掘、展示一体的考古工作。此
后，考古发掘项目组先后开展两次试
发掘，最终确定以“饱水发掘方法”实
施考古发掘。

2019年，“南海Ⅰ号”船舱内货
物清理完毕，文物总数超过18万件
（套），包括各类金、银、铜、铅、锡等金
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及人类骨骼、
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等，其中尤以
铁器、瓷器为大宗。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崔勇
介绍，由于“南海Ⅰ号”采用的是前所
未有的整体打捞方式，对船体的考古
发掘过程也是在验证这一打捞是否
成功。2019 年对船舱内部清理完
成，发现了完整的船底，没有因为整
体打捞受到破坏，因此才可以确定整
体打捞从方案到实施是成功的。

“若以后再有保存较好的沉船，
‘南海Ⅰ号’的模式是可以借鉴的。
但具体方法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还是
最大限度提取信息。”崔勇说。

“‘南海Ⅰ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
开创性意义，或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
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
业内专家评价，“南海Ⅰ号”整体打捞
和保护发掘工作伴随我国水下考古
30余年发展历程，是我国水下考古事

业快速发展的缩影，堪称世界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之作。

目前“南海Ⅰ号”考古发掘进入
最后阶段，文物清理从船体内侧转
向外侧，预计将于2021年正式完成
考古发掘。

“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有幸
能看到这艘船发掘完成。而这个项
目的保护、研究完成，还需要未来几
代水下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工作者
继续接力。”崔勇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
修复所副所长、“南海Ⅰ号”保护发掘
项目保护组组长李乃胜介绍，由于古
船历经800余年海水侵蚀，加上大量
铁器凝结物的锈蚀污染，船体构件较
为脆弱。“‘南海Ⅰ号’船体是所有文
物中价值最大、也是保护难度最大
的。它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保护
起来极具挑战性，但值得去做。”

李乃胜说，现阶段的船体保护工
作主要以保湿加固、适时防腐、防虫、
喷淋系统的升级建设为主，动态监测
船体病害分布情况，其中喷淋系统的
设计建设研究至关重要，这是今后船
体各保护阶段能够顺利开展的硬件

保障。依托喷淋系统，未来将对船体
进行清洗去污、脱盐脱硫、填充加固、
船体修复等长期保护。

目前，6人组成的保护团队长期
驻守发掘现场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同时，他们
也在培训一支文物保护修复工程队，
争分夺秒地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在被称为“水晶宫”的考古现场，
“南海Ⅰ号”的保护、发掘和展示在同
步进行。考古、保护、测绘等工作细
致烦琐却有条不紊，文物被仔细码好
摆在周围。透过四面和顶部的玻璃，
古船、沉箱以及考古现场被完完整整
地展示出来，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好
奇地探望。

面朝南海，“南海Ⅰ号”这艘沉睡
了800余年的古船正在逐渐苏醒。
它被形容为一颗“时间胶囊”，封存了
800余年前一段鲜活的历史。船要
去向何方？为何沉没？船上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船员会有哪些故事？
随着考古披露出更多信息，业界学界
的研究正在积极推进，“南海Ⅰ号”隐
藏的秘密或将一一被揭开。

（新华社广州5月22日电）

“水下殷墟”：

“南海Ⅰ号”见证中国水下考古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22日从国家
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切
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使网络空间更
加清朗，国家网信办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
期8个月的2020“清朗”专项行动。

据悉，近年来，全国网信系统持续加大网络生
态治理力度，深入整治网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乱
象，舆论生态总体向好，网络治理成效明显。但色
情低俗、网络暴力、恶意营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
等负面有害信息花样不断翻新，极易反弹反复，严
重污染网络生态环境，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网民
反映强烈、举报不断。为回应广大群众关切，国家
网信办决定今年继续开展“清朗”专项行动。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清朗”专项行
动全面覆盖各类网络传播渠道和平台，集中清理网
上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专项行动将出重拳、用真
招，对有令不行、顶风作案的网站平台依法从严处
理，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网信办启动
2020“清朗”专项行动

我国首颗
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卫星
稳定运行超8800个小时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
者胡喆）在预定轨道上飞行近5000
圈，稳定运行超过 8800 个小时，执
行超过5000条指令，完成180余次
通信试验，开展20余次光谱测温仪
在轨观测试验，获取了超过70GB图
像数据——这是虹云工程首星在轨
运行一年半交出的答卷。

记者22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二院了解到，自 2018 年 12 月 22 日
成功发射以来，作为我国首颗低轨
宽带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二院研制
的虹云工程首星表现良好，有效验
证了低轨卫星互联网的技术途径。

我国科学家找到攻克
小麦赤霉病的“金钥匙”

据新华社济南5月22日电 22日
最新出版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
学》发表了山东农业大学孔令让团队
在小麦赤霉病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首次从小麦近缘植物长穗偃麦草中
克隆了小麦抗赤霉病基因Fhb7，并
揭示了其抗病遗传及分子机制。

目前，Fhb7基因已经申请国际
专利，携带该基因的材料已被多家
单位用于小麦育种，并表现出稳定
的赤霉病抗性。这一发现为解决
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找到了“金
钥匙”。

据介绍，小麦赤霉病是世界范
围内极具毁灭性且防治困难的真菌
病害。孔令让团队这一成果是我国
科学家在小麦赤霉病研究领域的又
一重大突破，也是我国小麦研究领域
首篇《科学》主刊文章。

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
种”重点专项等项目联合资助。

新华社5月22日电（记者张家
伟）中国研究团队22日在英国医学
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对
一种新冠病毒疫苗开展了1期临床
试验，结果显示这种疫苗是安全的，
且能够诱导人体快速产生免疫应答。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
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等人领衔的
团队开展了这项临床试验。试验中
使用的疫苗是一种腺病毒载体重组

新冠病毒疫苗。团队在试验中招募
了108名健康的成年志愿者，年龄在
18岁至60岁间。这些志愿者分成不
同组别接种了不同剂量的疫苗。

报告介绍，接种后的28天内，这
种疫苗在不同剂量的组别中都展示
了很好的耐受性，也没有引起严重不
良反应。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
中说，1期临床试验表明接种这种腺

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能够在
14天内诱导产生病毒特异性抗体和
T细胞，“这些结果代表了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

不过，陈薇同时指出，要谨慎对
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疫苗会面
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引发免
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保
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该项成果

“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

景，但我们离这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
使用的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报告说，这项临床试验的主要限
制包括样本规模较小、试验期较短、
缺乏随机对照组等，因此接下来还需
要进一步的试验来验证。

据《柳叶刀》介绍，开发出有效的
疫苗是防控新冠疫情的长期解决方
案，当前全球有超过100种候选新冠
病毒疫苗正在开发中。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1期临床试验取得积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