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大型肉类加工企业滕尼斯集团17日
发布声明，确认集团旗下一家肉联厂本周以来
已有至少657名员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美联社报道，德国近期每日新增新冠病
例原本稳定在较低水平，这家肉联厂出现数
百人聚集性感染事件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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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民

终31号民事调解书及权利人申请，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广东中煤地瑞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陆邦天成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6月4日以(2020)琼01执99号执行裁定及协
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
澄迈后海温泉小镇G15住宅楼507、705、803、902、1102、1105、1201、
1202、1206、1503、1505房；H1住宅楼306、1107房；H3住宅楼2301
房；G13住宅楼205、506、806、1307、1301、13A01、2205房共计21套
房产。现本院拟依法处置上述涉案房产，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
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六月十一日

(2020)琼01执99号之二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程量清单及招标
控制价编制、施工监理招标代理等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服务

以及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工作

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

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6月

22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0898-68617692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7日10:00按现状公开拍卖：1、海口市
海甸岛海达路17号邮政综合楼东侧一楼铺面五年期租赁权，参考面
积约228m2。参考价：首年租金130元/月/m2，次年起每年递增3%；
竞买保证金：18万元。2、儋州市那大解放北路邮政综合大楼一楼铺
面三年期租赁权，参考面积约159.96m2。参考价：首年租金430元/
月/m2，次年起每年递增8%；竞买保证金：48万元。展示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7月6日止。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
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7月6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
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
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
以款到账为准。报名及拍卖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
41层。联拍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15607579889。北京
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电话：13910988929

联合拍卖公告
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武汉新十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畅通电信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分别承建的海南省托老院项目路堑墙(挡土墙）施工工
程、海南省托老院项目西边挡土墙建设施工工程、海南省托老院医疗
配置配套工程、海南省托老院国防通信线路迁移工程，至今未办理项
目结算评审。根据政府投资项目结算管理办法，现我厅聘请中恺鼎
铭项目咨询管理（海南）集团有限公司对以上项目进行结算评审，目
前项目评审的结果已完成。我厅多次电话联系催促贵司确认项目结
算评审结果，但一直无法取得联系或不配合办理评审结果确认工作，
为此，我厅公告催请贵司在公告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派员携带工程
结算资料到我厅处理项目结算评审事宜，如在期限内未得到贵司的
回应，我厅将视为贵司同意评审结果，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贵司承
担（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潘先生，65383733）。特此公告。

海南省民政厅 2020年6月19日

工程结算评审资料催报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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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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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3宗积压房地产土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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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

产权
申请人

海南
颐锦
酒店
管理
有限
公司

申请
依据

海口市
房权证
海房HK
163972、
163971

和
163969

号

申请土
地面积

154.26
平方米、
155.28
平方米
和

154.63
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秀
英区狮子
岭开发区
专家别墅
5、9 和 10
幢

土地权
属证件

海 土 资 籍 字
[2017]483 号
专 家 别 墅
6287.8平方米
用地权属的确
认意见

项目
名称

海口市
狮子岭
开发区
专家别
墅

原土地
使用者

海 南 艺
元(新加
坡)工贸
有 限 公
司

债权申报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清算组

已成立，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债权申报联系人：伍经理 汪经理 吕经理

债权申报联系电话：0898-68500163（伍经理）0898-

68500826（汪经理）0898-68500320（吕经理）

债权申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宝发国际大

厦二层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6月19日

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已将依法取得的原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对下述河北省木材总公司等十九户企业债权
及债权下的其他权利（包括截止日之后产生的利息）转让给五
指山广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整体债权35854.71万元，其中本
金16757.00万元，利息19097.68万元（计息截止日为2006年6

月20日）。请下述河北省木材总公司等十九户企业自公告之日起
向五指山广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清偿上述贷款本金及相应的银
行利息（包括截止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履行相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名称
河北省木材总公司
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
海南琼山望湖楼旅店
海南公达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君山轻纺有限公司
海口太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中融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海燕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银地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整体债权
228.92

1439.01
1009.96
114.34

2020.43
2223.51
992.49
513.11

1647.32
2069.08

本金
146.00

1050.00
400.00
50.00

750.00
900.00
506.64
252.00

1300.00
1655.96

利息
82.92

389.01
609.96
64.34

1270.43
1323.51
485.84
261.11
347.32
413.12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以上十九家公司合计：

企 业 名 称
海南海峡实业投资公司
海南富兴物业公司
海南荣基实业公司
海南恒泰集团公司
海南金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赛特房地产开发公司
四川赛和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天鹏游乐有限公司
自贡市乾坤投资有限公司

整体债权
4333.88
518.20
911.77
537.59

3417.81
11567.51

795.24
1093.58
420.96

35854.71

本金
2700.00
200.00
412.00
244.40

1290.00
3900.00
300.00
550.00
150.00

16757.00

利息
1633.88
318.20
499.77
293.18

2127.80
7667.51
495.24
543.58
270.96

19097.68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万元（计息截止至2006年6月20日）

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 五指山广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当地时
间6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

威夷举行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
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

意见。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
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

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
识。双方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

杨洁篪同美国务卿蓬佩奥举行对话

欧英未来关系谈判又曝新难点
欧盟希望，一旦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中止协议部分内容以示报复

欧洲联盟委
员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17
日告诉欧洲议会
议员，欧盟会尽
力在年底前与英
国达成“脱欧”后
未来关系协议，
但欧盟不会就涉
及核心价值的问
题妥协。

在“公平竞
争环境”、渔业权
等外界熟知的谈
判难点以外，冯
德莱恩当天特别
指出，欧英就确
保未来关系协议
执行到位的争端
解决机制存在较
大分歧，可能导
致协议最终无法
达成。

英国《卫报》报道，一些
欧盟官员担忧，跨领域争端
解决机制这一看似“少有人
知”的问题可能最终被证实
是欧英双方短期内最难达成
妥协的分歧所在。

欧盟希望，欧英未来关
系协议包括涵盖贸易、运输、
司法合作和渔业等全部领域
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旦一方
明显违反协议，另一方可依
据机制中止协议部分内容，
以示报复。

不过，英国政府一直反
对欧盟提出的上述协议“治
理”设想，认为双方应分领
域达成一系列协议。按照
英国《泰晤士报》的说法，欧
盟强调这一机制具有法律
约束力，让英国政府担忧欧

洲法院可能在机制中发挥
监督作用。

冯德莱恩17日说，如何
“治理”未来关系协议对英欧
双方企业和公民而言都十分
重要，“是确保共识执行到位
的关键”。

英国今年 1月 31日正
式“脱欧”，随后进入11个月
的“脱欧”过渡期，以供双方
谈判未来关系。欧英达成的
任何协议都需经过欧洲议会
批准。欧盟因而预想双方谈
判的最后期限是 10 月 31
日，以便为欧洲议会 12月
31日前批准协议留出时间。

冯德莱恩当天确认，英
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本周
早些时候已明确，英国不会
寻求延长“脱欧”过渡期。

路透社报道，冯德莱恩承诺欧
盟“已作好创造性探寻共识的准备”，
但强调英国必须在国家援助、劳工
权益、环境监管等各方面与欧盟保
持同等标准，以维持欧盟市场的“公
平竞争环境”。“从不后退、永远朝最
高标准同行应是欧英共同利益。”

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
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当天
在同一场会议上说，欧英会在7月
至9月加紧谈判，但未来关系协议
不能仅涵盖贸易，还应涉及安全、
环保等议题。

与巴尼耶说法类似，欧盟驻英
国大使若昂·瓦莱·德阿尔梅达先
前披露，英国政府根本不想与欧盟
磋商“安全、防务和外交政策”领域
未来合作。这让部分欧盟官员惊
愕，希望英方重新考虑。

按照《卫报》的说法，冯德莱恩

17日仅就渔业权问题暗示妥协，
寻求欧盟渔船进入英国水域捕鱼
时获得一定“保障和可预知性”，而
非维持现状。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要加入CPTPP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兼贸易委员

会主席伊丽莎白·特拉斯 17日宣

布，英国有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特拉斯说，CPTPP是“世界最大

规模自由贸易区之一”，加入其中有

助于英国战胜新冠疫情带来的挑

战，同时让贸易关系多元化。

CPTPP现有11个成员国，分别

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文莱、智利、日

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

鲁、新加坡和越南。按照路透社的

说法，CPTP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的“更新版”。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任
之初宣布退出TPP。原先有意加入
TPP的国家随后重新组建CPTPP。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目前这
11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
英镑（约合88.7万亿元人民币），按
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是世界第
三大自贸区。路透社报道，如果英
国成功加入CPTPP，成员国占全球
GDP 的 份 额 将 从 13.5% 上 升 至
16%。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一肉联厂现 多例新冠病例

暴发疫情的肉联厂位于德国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雷达-维登
布吕克。卫生官员说，滕尼斯集
团上报该厂共计983份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其中326人阴性、657
人阳性。

雷达-维登布吕克所在的居
特斯洛县政府下令关厂，立即隔
离大约7000人，包括所有近期在
厂内工作的员工。当地学校和托
儿所自18日起关闭。

涉事肉联厂是德国规模最大

的肉类加工厂之一。地方官员斯
文-乔治·阿登纳说，这家肉联厂
可能关闭10到14天，导致德国国
内肉制品供应量减少大约20%。

阿登纳说，将分阶段对相关
人群作检测。根据联邦政府先前
发布的“解封”指南，假如某个地
区达到一周内每10万居民累计
50例新增病例，当地政府必须考
虑重新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肉
联厂疫情导致居特斯洛县越过这
条“警戒线”，但阿登纳说该县不

会“封城”。
滕尼斯集团疫情小组组长格

雷翁·舒尔策·阿尔特霍夫说，公
司自2月以来全力防疫，无法解释
肉联厂为何现在暴发疫情。不
过，他注意到，许多外籍员工在边
界恢复开放后探亲心切，意味着

“我们会暴露于新风险”。
阿尔特霍夫说，肉联厂不少

员工来自东欧，近期趁节日假期
长途跋涉回老家。另外，工厂车
间内温度低让病毒更易传播。

肉联厂暴发疫情的消息传出
时，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正在
与16个州的州长会面，讨论疫情
应对进展。

默克尔会后告诉媒体记者，
德国新增病例数“远未达到指数
级增长”，将继续放松限制措施，
同时尽力遏制各地新疫情。

“以居特斯洛县为例，出现这
种聚集性感染后马上采取措施，
比如关闭学校等，”默克尔说，“我
们从新发疫情中可判断，病毒还
没有消散。”

德国3月颁布防控措施，要求
全国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促使
感染率显著下降，4月底开始放松
限制。本月日均新增病例先前在
300例至400例之间，但一些地区
近期出现聚集性感染，主要关联
肉类加工厂、宗教机构和餐馆。

德新社报道，北威州科斯费尔
德一家肉类加工厂5月暴发疫情
后关闭，政府下令肉类行业相关企
业定期对员工作新冠病毒检测。

北威州卫生部长卡尔-约瑟
夫·劳曼17日宣布，全州肉联厂雇

员及合同工将再次接受检测。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数据显示，过去7天，412
个县中 156 个县报告无新增病
例；截至17日零时，德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187184例，累计死亡病
例8830例。

德国政府本周推出疫情追踪
手机应用程序，帮助民众查询自
己近期是否接触过确诊病例。政
府官员说，这一手机应用程序推
出后24小时内下载次数超过600
万次。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越过“警戒线”

“病毒未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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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障碍曝光 “知名”难点重提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6月18日电（记者任军）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18日消息，哈首任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已进行
自我隔离。

总统府网站消息说，纳扎尔巴耶夫日前接受
了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情况“无需过度担心”。目
前纳扎尔巴耶夫已自我隔离，并进行远程办公。

14日，哈卫生部长比尔塔诺夫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并入院治疗。17日，哈议会下院议长尼格马
图林宣布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包括总理
马明在内多名与感染者有接触的政府官员近日均
宣布采取自我隔离措施并远程办公。

① 德国涉事肉联厂总部外的动物雕塑。 ② 德国涉事肉联厂总部外的广告牌。
新华社/法新

孟加拉外长感谢中国
抗疫医疗专家组分享经验

据新华社达卡6月18日电（记者刘春涛）中
国赴孟加拉国抗疫医疗专家组17日在孟首都达
卡与孟各地区医院医务人员进行视频交流，分享
抗疫经验。参会的孟加拉国外长穆明再次对专家
组表示感谢。

穆明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为孟加拉国抗
击疫情给予巨大帮助，代表着中方的深厚友谊，孟
加拉国人民将会铭记于心。应对疫情需要世界各
国加强合作，孟方将继续与中国紧密合作共同应
对疫情。

中国专家组领队李文秀在交流时表示，相信
通过双方的努力，孟方一定能战胜疫情。专家组
副领队赵建农向孟方介绍了统一指挥、统筹调配
等中方的八点抗疫经验。对于定点医院如何降低
医务人员感染率的问题，院感专家鲜于舒铭强调
建立医院预防感染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是降低医
务人员感染的关键环节。

①①

②②

法国首都巴黎地标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定于本
月25日重新开放，但鉴于新冠病毒传染风险，游
客暂时不能乘电梯登塔。

路透社报道，埃菲尔铁塔工作人员17日开始
为重新开放作准备。管理人员说，希望今年夏末
铁塔运营完全恢复正常。

埃菲尔铁塔建于1889年，高度接近324米。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它已关闭3个月，经历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最长停业期。

由于电梯空间封闭，具有传播疾病风险，游
客7月前只能走楼梯登塔，且只能走到二楼、按
规定路线单向游览。年龄11岁以上的游客必须
佩戴口罩。

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主管帕特里克·布兰科·
鲁伊沃说，吸引游客的关键是“安全措施到位”，

“因而我们提倡安全距离”。他认为，疫情导致民
众出行受限，跨国游尚未恢复，开放初期游客绝大
多数来自法国国内。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埃菲尔铁塔下周重开
游客暂不能乘电梯登塔

这是6月18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埃菲尔铁
塔。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一名顾客准备进入伦敦塞尔福
里奇百货公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