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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401号
李清霖 林秀芳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相关材料向我局

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岛人民东里93号，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东至巷道；南至巷道；
西至巷道。土地总面积为75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
使用权权属确认给李清霖 林秀芳。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
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
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2020年5月29日

（联系人：李宁，电话：65361223）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

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南琼府青年

实业公司位于海口市银湖路6号琼花别墅小区用地项下面积为

228.81m2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

现决定注销琼花别墅小区用地项下面积228.81m2的土地权益。

特此通告。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吴英栋，联系电话：6851260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5日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2020〕5998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6月19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

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椰林路1号宏利大楼四套房产，房号、面积及参
考价分别为：①A301，面积：143.81m2，参考价：75.528 万元；②
A302，面积：123.89m2，参考价：65.0664 万元；③A401，面积：
143.81m2，参考价：76.2984万元；④A402，面积：123.89m2，参考价：
65.728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套。

有意者，请于2020年6月18日16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
买手续。

标的展示期：公告期内。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系电话：13976734560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6HN0067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大田镇抱英水库旁海南省
林业总公司东方花卉基地269.1亩农业种植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部分
房屋公开招租，公告如下：

本次招租的土地性质为农业种植用地，主要为荒草地及小部分
为桉树林地，少量三角梅盆栽地。挂牌底价：首年671元/亩；租期自
土地交付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自2021年1月1日起，每
年租金单价在上年基础上递增3%；公告期为：2020年6月3日至
2020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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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遗失声明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2941229502）不慎遗失“粤

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口运输段北港管理

所”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3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6月3

日、4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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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近年来，社会物流
成本水平保持稳步下降，但部分领域
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仍然突
出，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
会物流成本出现阶段性上升，难以适
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
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加
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意见》提出六

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关键环节改革，降低物

流制度成本。完善证照和许可办理
程序，加快运输领域资质证照电子
化。科学推进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维护道路货运市场正常秩序，建立严
厉打击高速公路、国省道车匪路霸的
常态化工作机制。优化城市配送车
辆通行停靠管理。推进通关便利
化。深化铁路市场化改革，开展铁路
市场化改革综合试点。

二是加强土地和资金保障，降低
物流要素成本。保障物流用地需求，
对重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用
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保障。完善物

流用地考核，合理设置物流用地绩效
考核指标。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风
险补偿分担机制。

三是深入落实减税降费措施，降
低物流税费成本。落实好大宗商品
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
等物流领域税费优惠政策。降低公
路通行成本。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
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加强物流
领域收费行为监管。

四是加强信息开放共享，降低
物流信息成本。在确保信息安全
前提下，向社会开放与物流相关的
公共信息。加强列车到发时刻等
信息开放。降低货车定位信息成

本，规范货运车辆定位信息服务商
收费行为。

五是推动物流设施高效衔接，
降低物流联运成本。破除多式联
运“中梗阻”，持续推进长江航道整
治工程和三峡翻坝综合转运体系
建设。完善物流标准规范体系，推
广应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货运车辆、
内河船舶船型、标准化托盘和包装
基础模数。

六是推动物流业提质增效，降低
物流综合成本。推进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建设，研究制定2021－2025年
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实施方案，继
续实施示范物流园区工程，布局建设

一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培育
骨干物流企业，鼓励大型物流企业市
场化兼并重组。提高现代供应链发
展水平。加快发展智慧物流。积极
发展绿色物流。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切实落实工作
责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
组织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
同有关部门发挥全国现代物流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工作指
导，及时总结推广降低物流成本典
型经验做法，协调解决政策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

国办转发实施意见

六方面措施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新华社拉萨6月2日电（记者
高敬、魏玉坤）6月2日下午，“航空
地质一号”飞机完成当天测量任
务，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这
标志着我国首次完成对珠峰及周
边区域的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

2020珠峰高程测量任务由自
然资源部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
包括地面和航空测量两部分。航
空测量任务5月1日正式开始，由
有着“中国地调空军”之称的自然
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使用“航空地质一号”飞
机执行航空重力和遥感测量任
务，快速、高效、高精度地获得珠
峰高程的关键数据。

中心副总工程师、珠峰高程航
空测量项目负责人陈斌说，这是我
国首次在珠峰及周边区域开展高
精度航空重力和遥感综合测量，将
填补相应数据资料的空白。

其中，6月2日刚刚完成的航
空重力测量任务，测量数据能够
计算出更高精度的大地水准面
（即海拔高程系统的起算面），可
将珠峰地区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
高到厘米级，最终获得更高精度
的珠峰“身高”。

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航空遥感
测量则能够获得大范围、精度可达
分米级的珠峰及周边区域三维地
形测量成果，如同拍摄一张几亿像
素的珠峰全景高清立体图。

航空测量任务的进度受到机
场和测区天气情况等多种因素影
响。陈斌表示，完成航空重力测
量后，将集中进行航空遥感测
量。如果天气良好，预计 6月上
旬可完成全部航空测量任务。此
后，需要大约 2个月完成数据的
后期处理。

他介绍，此次航空测量使用了
多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机载设
备，包括两套自主研发的国产航空
重力仪、两套进口重力仪、一套
ADS100航空摄像机和一套激光
雷达测量仪。“此次国产航空重力
仪表现良好，其测量精度和分辨率
同进口设备相当，而且体积小、重
量轻、自动化程度高。”他说。

“航空地质一号”飞机由自然
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完成改装设计，可飞到海
拔高度10500米，是一架集成航空
重力、磁力、摄影和高光谱4种航
空载荷为一体的全疆域飞行平台。

我国首次完成珠峰区域航空重力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新华书店发行。

央行今年取消11项证明事项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吴雨）为优

化服务、减证便民，中国人民银行2日表示，已会
同相关部门认真开展了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取消

“户口迁移证明”等11项证明事项，并对部分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修订。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行动不便、无自理能力等
无法自行前往银行的存款人，在办理挂失、密码重
置、销户等业务时，其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作为
代理人，不再被要求出具关系证明文件，所在社区
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及以上组织或县级以上医院
也无需出具特殊情况证明。取消这些证明事项
后，银行可以通过与客户约定采取上门服务方式
办理，也可以在风险可控并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和
意愿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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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美方限制中国留学人员签证
是开历史倒车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朱超 马卓言）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日说，美方以莫须有罪名
出台措施限制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签证是开历史倒
车，只会损人害己。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务卿蓬佩
奥6月1日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政府重视包括中国
在内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但不会容忍
中国从美学术和研究机构非法获取美技术和知识
产权，并用于本国军事目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和其他问题一样，蓬佩奥惯于编造谎言为自
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赵立坚说，中国留学人员
聪明勤奋，一向是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和两国人民
友谊的重要桥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莫
须有的罪名出台措施限制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签
证，严重侵犯中国留学人员正当权益，完全违背中
美两国人民包括青年一代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
望，“这是开历史倒车，只会损人害己”。

香港市民频赴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

痛斥美国干涉香港事务
新华社香港6月2日电“抗议美国干涉中国

内政，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2日，又一批香港
市民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发起抗议行动，强烈
谴责美国政府干涉香港内部事务。

“香港国安立法是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和切实保障香港市民合法权益，美国无权干涉中
国内政。美国单方面改变对港政策，将会严重损
害双方互惠关系，包括美国自身利益。”此次抗议
行动发起方、香港民建联副秘书长颜汶羽表示。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香港国安立
法是要保障香港市民安全，保护市民不再受“黑
暴”和本土恐怖主义伤害，同时维护香港安全的营
商环境，保障海内外投资者在安全环境下营商。

美国扬言制裁或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对美
国自身和美国企业没有好处。颜汶羽表示，香港
是美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2019年达261亿美
元；美国驻港公司1344家，相当一部分是金融机
构；美国对港直接投资存量2017年已高达812亿
美元。“美国之举损人害己，我们促请美方花精力
管好自己的事务，停止干预，停止无理霸道行径。”

近日，美方诬蔑涉港国家安全立法，还扬言
将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这激起香
港市民强烈不满，近日已有多批市民自发前往美
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谴责美国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痛斥乱港分子黎智英、李柱铭、黄之锋等

“卖国卖港”。
香港多个团体也对美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感

到非常愤怒，“同心护港”等团体先后到美国驻港
总领事馆外抗议。“香港政生关注组”发言人邓家
彪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香港国安立法作出
批评，彻底暴露其双重标准和霸凌恶性。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只针对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和活动，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完全可以得
到保障。”邓家彪说，香港国安立法须尽快推行，这
有助于稳定社会，符合香港不同阶层的愿望。

人社部：

今明两年每年培训农民工
700万人次以上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王
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下
发通知，决定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
技能培训计划》，明确今明两年，每年
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

职业技能培训对象包括在岗农民
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
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等。

计划强调，要以企业为主，组织开
展在岗和待岗农民工以工代训，实现
以训稳岗。要以输出地为主，组织返
乡农民工开展就业创业培训，促进农
民工就近就业创业。结合县域经济发
展和公益岗位需求，重点围绕县域内
生产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乡土产
业、休闲旅游业、餐饮业等开展技能培
训，提高返乡农民工职业转换和再就
业能力，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此外，输入地可结合当地产业发展
和企业用工需求以及农民工就业意愿，
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向、定岗培训和
专项技能培训，提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
技能，支撑当地产业发展。计划要求注
重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大力开展建
筑、机械、维修、家政、养老、餐饮、保安、
物流等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
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直播销售员、汽
车代驾员等新职业新业态培训。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王
卓伦 郁琼源）博鳌亚洲论坛2日发布
的《疫情与变化的世界》专题研究报
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首个真正的

“全球化疫情”，人类历史上首次主动
为传染病防控按下全球经济的暂停
键，为疫情打上鲜明的全球化烙印。

这份报告于博鳌亚洲论坛全球
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筹备工作视频
专家会议上发布。报告综合了博鳌

亚洲论坛就疫情进行的专题研究成
果，集纳了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政商学
界人士线上研讨会的主要观点，回顾
了疫情在世界的蔓延情况，并对各国
应对措施进行研判。

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在3个月内
波及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
了约70亿人口，可能会在最终感染数
量上超过目前可知的所有主要疫情。

报告认为，包括最发达国家在内

的疫情重灾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医
疗系统崩溃局面，足见此次疫情的严
重性。当前世界不同地区正处于不
同的应对阶段，亚洲国家是疫情综合
考验中的“优等生”，中国表现最为突
出。中日韩三国在疫情期间互相鼓
励和支援，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团
结合作、应对挑战的榜样。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
示，疫情以无比清晰的方式警醒世界，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已经成为
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全球
性挑战面前独善其身。博鳌亚洲论坛
始终认为，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
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

报告还指出，疫情对世界经济、安
全和发展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将加速
国际秩序和人类社会面貌的演变。全
球化这一历史大势不会因疫情而终结，
但其结构和内涵可能出现新的变化。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在
会上表示，疫情的发生以及局势的复
杂程度凸显全球健康论坛的价值和
必要性。“现在是展现团结而非分歧
的时刻，是尊重科学而非玩弄政治的
时刻，世界卫生组织应继续领导全球
抗疫行动。”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是博鳌亚洲
论坛设立的国际卫生与健康领域重
要的综合性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报告：

新冠肺炎疫情为首个真正“全球化疫情”

新华社武汉6月2日电（记者谭
元斌 喻珮）5月14日以来，武汉完成
近990万人集中核酸检测，无症状感
染者检出率仅0.303 /万。 此次集
中核酸检测结果显示，目前，武汉市
无症状感染者在全人群的占比极低，
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
情况。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2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武
汉市集中核酸检测排查工作情况。
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教授卢祖洵介绍，5月14日
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市集中核
酸检测9899828人，没有发现确诊病

例，检出无症状感染者300名、检出率
为0.303 /万，追踪密切接触者1174
名，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无
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均进行了

医学隔离观察。
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亚

波说，集中核酸检测排查的结果表
明，武汉已是一座健康和安全的城

市，可以让全国人民放心、让武汉人
民安心，给社会注入更多的信心，促
使人员合理流动，促进社会秩序全面
恢复。

胡亚波说，本次集中核酸检测费
用由政府承担，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
本，总支出大约9亿元。通过这次筛
查，换来了全国人民的放心、武汉人
民的安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人民
至上”的执政理念，必将推动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尽快步入正轨，这笔投入
是完全值得的。

武汉完成近990万人集中核酸检测

检出无症状感染者300名
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