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集感染频发

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高级临
床讲师汤姆·温菲尔德认为，地区、
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开展快速、协调
的疫情应对，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方面非常关键，具体应对措施包括
有针对性地检测和追踪、限制社交
距离和人员流动等。

目前英国已逐步恢复本国的“非
必需”零售店铺经营，小学部分年级
恢复上课，一些户外景点、娱乐设施
等重新开放，但需有相关措施确保社

交距离。为防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
英国政府推出了一项新冠疫情检测
和追踪服务，内容涉及自我隔离、预
约检测、追踪密切接触者等。

针对首都圈聚集性感染事件频
发，韩国决定无限期延长强化版“生
活防疫”举措，直至首都圈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重回个位数为止。强化
版“生活防疫”措施原计划实施至6
月14日，包括暂停开放博物馆、美术
馆等公共设施8000余处，补习班、网

吧、练歌房暂停营业等。
为方便做好流行病学调查，韩

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还要求
民众出入易传播传染病的高危场
所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时，必须出示
登记身份信息的一次性二维码，以
便记录访问信息，违者将处以高额
罚款。

澳大利亚也进入了“解封”第二
阶段。为防复工复产后疫情反弹，澳
政府此前已通过“国家新冠疫情安全

工作场所原则”，目的是要让澳大利
亚人在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够遵守相
关规定，降低传播风险。

日本政府专家小组提议，疫情之
下日本民众应该采取“新的生活方
式”，在出行、购物、娱乐、用餐等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好预防病毒扩散
的准备。专家还呼吁人们尽量避免

“三密”环境：“密闭”“密集”和“密切
接触”。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随着各国严格防疫措施放宽，多
国疫情出现反弹，新的聚集性感染事
件频发。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居特
斯洛县一家肉联厂近日发生新冠病毒
聚集性感染事件，截至20日下午，确

诊感染人数已上升至1029人。
居特斯洛县县长斯文-乔治·阿

登纳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对于当地而言，此次疫情“前所
未有”，但仍有机会避免实施区域性

“封城”。

近一段时间以来，韩国首都圈地
区也出现多起聚集性感染事件，相关
场所涉及娱乐场所、物流仓库、保健品
推销公司和养老院等地，导致疫情出
现小幅反弹。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日前表示，

鉴于近日多起聚集性感染事件和一些
感染途径不明的确诊病例集中发生在
首都圈并仍在持续，有必要做好应对
第二波疫情暴发的准备。

此外，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内一家
夜店近期也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

一些国家出现新的聚集性感染事
件，是不是意味着人们担心的第二波
疫情正在袭来？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现在还没有对“第二波疫情”的准
确定义，一些地方新发现的聚集性感

染事件不一定就意味着第二波疫情，
有可能只是第一波疫情中的又一个

“高峰”。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

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强调，从某种
程度上讲，为预防疫情出现反弹，所有
国家都应做好成为“疫情震中”的准

备。研究表明，相当数量的人群仍然面
临感染风险，所有国家都应提高警惕。

法国巴黎圣安托万医院传染病部
门负责人卡里娜·拉孔布表示，法国多
地疫情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这种疫
情有一条尾巴，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
月”，疫情可能以小规模的暴发重新出

现，重要的是防止其大规模暴发。
德国汉堡大学病毒学专家约纳

斯·施密特-沙纳西特对当地媒体说，
病毒本身没有消失，它能以无症状和
轻症方式继续传播。因此，哪里出现
疫情就迅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将
会是未来各地首选的防疫策略。

病毒尚未消失

严防疫情反弹

病毒尚未消失 风险仍需警惕

各国如何防控疫情反弹？
目前，一些新冠疫情渐趋缓和的国家已开始放松部分防控措施，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然而，复工复产的同时全球多地又出现疫情反弹，新的聚集性感染事件频发。
专家提醒，病毒尚未消失，各国应防微杜渐，一旦疫情出现反弹或二次暴发苗头，应迅速采

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避免病毒大规模扩散。
提升疫情监控与协调应对能力、出台行业卫生标准、呼吁民众重视个人防护……多国政府

也正在采取相应措施，严防疫情反扑。

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 今年3月中
旬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总统特
朗普20日举行美国新冠疫情暴发后首场竞
选集会。数万人参加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
市举行的这一集会。

特朗普发表长约1小时40分的演说，其
内容涉及新冠疫情和近来遍及全美的反暴力
执法、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等方面。

特朗普举行美国疫情
暴发后首场竞选集会

6月20日，特朗普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讲话。 新华社/路透

印度确诊病例破40万
新德里疫情恶化

据新华社新德里6月21日电（记者赵旭）
印度卫生部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该国
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413例，累计
确诊病例达410461例，累计死亡13254例，
227756例治愈。

印度累计确诊病例数在6月3日突破20
万例，半个多月时间里确诊病例总数翻了一
番。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病
例数增速明显放缓，但泰米尔纳德邦和首都
新德里病例数增长迅速。截至当地时间21
日13时（北京时间21日15时30分），新德里
已累计确诊56746例，成为印度国内确诊病
例第二多的城市，并有反超孟买之势。

21日是第六个国际瑜伽日，不过当天
的庆祝活动因疫情影响改为以视频形式举
行。印度总理莫迪当天上午向全国发表视
频讲话，鼓励民众练习瑜伽增强免疫力，抗
击疫情。

6月20日，戴口罩的舞者在哥伦
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第14届国际探戈
节上表演。

第14届国际探戈节在新冠疫情
下拉开帷幕，本次探戈节将在无观众
的情况下进行，舞者表演的录像从6
月 21日至 28日在当地电视台进行
播放。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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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该项
目于2019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2019年11月变更方案，批建内容为6
栋地上2-26层，地下2层商业、办公及住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商
业楼布局、建筑单体平面功能及户型进行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总
建筑面积及计容面积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6月22日
至 7月 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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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2日

就我市海榆中线八公里处东侧狮子岭，土地面积为

5006.49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

于2020年5月19日在《海南日报》刊登（2020）第13号挂

牌出让公告,现因故中止该地块挂牌出让活动，恢复时间另

行通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2日

公 告半山花园别墅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6HN007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
山花园小区11号C型别墅，房屋建筑面积为419.28㎡，挂牌
价格为615.92万元，公告期：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7月
6日。资产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
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
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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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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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债权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
系人接洽。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
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
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

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
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
7月14日。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92、
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
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
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2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电话：0898-
6671928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电话：0898-
68563046；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22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成都安舒置业
有限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39,699,857.8元

利息

10,715,473.20元

担保情况
土地、在建工程和动产抵
押；股权质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成都安舒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2020年6月20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20)琼01执245号

本院依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琼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最
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195号民事判决书及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移送，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珠海横琴一达拉
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蒋明利居间合同纠纷一案。诉
讼保全阶段，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2018)琼财保23号民事裁定书冻
结了如下股权:冻结蒋明利持有的海南约我出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营有限公司60%的股权;冻结蒋明利持有的海南鼎顶物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51%的股权;冻结蒋明利持有的海南鼎顶妈祖文化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51%的股权;冻结蒋明利持有的海南鼎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51%的股权。现本院拟对上述股权予以处置，如对该涉案股权有异
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
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联系人:陈助理，联系电话: 6672278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法院裁定抵
债资产：屯昌县285.85亩工业用地及地上附属物；31项机电设备（高
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等实物资产进行处置。上述资产主要分布在海南
省屯昌县地区。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良好资信、资金实力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上述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史云禾,陈恩晓
联系电话：0898-68667315,0898-68663444
电子邮件：shiyunhe@cinda.com.cn

chenenxi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

厦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

0898-6862306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xiaoyan@cinda.

com.cn、huangzimi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为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各办事处机构
名称统一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XX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信达XX分公司”。据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儋州裕
朗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
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儋州裕朗贸
易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儋州裕朗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杨凌（海南）高科技
热带农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01年公司字33号《人民币借款合同（中/长期）》
01年公司字35号《外汇借款合同》

担保人

杨凌（海南）高科技热带农业有
限公司

担保合同及编号

01年抵字28号《抵押合同》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22日

声 明
1、本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向徐双阶移交的公章、法人章

和财务专用章，仅限用于颐养公社·阳光城（0501地块）项目及海
南成美国际医院项目的工程款结算时使用，若用于签署任何其
他合同、法律文件或其他目的，均不是本公司真实意思，本公司
一律不予认可。

2、自声明刊登之日起7日内，徐双阶应将颐养公社·阳光城
（0501地块）项目及海南成美国际医院项目工程结算资料提交给
监理方和建设单位。自声明刊登之日起，本公司于2020年4月
17日向徐双阶移交的公章、法人章和财务专用章一律作废，未经
法定代表人李能熙本人同意，本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及法律文
件，本公司一律不予认可。

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2日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
加租赁竞买,申请参加租赁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
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1.只可
单独租赁竞买，不得联合租赁竞买；2.同一租赁竞买人只能提交一
次租赁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租赁竞买人）；具有下
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租赁活
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租赁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
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
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3.失信被执行人。（二）本
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申请人可于2020年6月22日8:30至
2020年 7月20日 16:00到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
D19栋3楼咨询和购取挂牌租赁手册，并按挂牌租赁手册的具体要
求报名参加租赁竞买。（四）交纳租赁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7月20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租

赁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7月20日17:00
（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租赁竞买资格（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五）
挂牌地点：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大会议室。挂牌时间：
2020年7月12日9:00至2020年7月22日10:00（北京时间）。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租赁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租赁竞得人。（六）本次挂牌租赁活动挂牌报价阶
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七）该宗地块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
纠纷。（八）租赁竞得人自《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土地租赁金。（九）挂牌租赁的地块以现状条件租赁。本
次挂牌租赁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手册》，该手册所载内
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联系人：陈先生、张女士。联系电话：
23883393、32855875。地址：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大会议
室。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2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兰洋风情小镇那乌公路东侧

宗地面积
147355.7平方米（221.034亩）

土地用途
园地

租赁年限
20年

挂牌租赁起始价
461.6109万元

租赁竞买保证金
461.6109万元

儋州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0〕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等相关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
市兰洋风情小镇那乌公路东侧一宗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租赁农用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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