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世界新闻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A11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自然资告字〔2020〕05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该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
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
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
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1.竞买申请人须是临高县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非临高县内

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须在竞得土地使用权后10日内在临高县注
册成立由其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的控股企业，由控股企业与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
不动产权登记手续。2.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存在欠
缴土地出让金、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
参加土地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3.本次挂牌不接受自然
人或联合申请。4.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三、开发建设要求
1.该宗地拟作为海南省宁能临高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使用，出让

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临高县波莲镇BL2019-06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2.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后，五个工作日内与临高县工业与信息服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3.竞
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管理土地，切实履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4.土地出让控制

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1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80万元/亩、年度
税收不低于8万元/亩。5.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
有关规定进行。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0年07月07日至2020年07月22日到临高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
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07月
22日15:00（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0年07月22日17:00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20年07月14
日09:00至2020年07月24日11:00。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0898-66115918 联系人：刘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06月24日

地块编号
BL2019-06

号地块

地块位置
临高县波莲镇抱
美村西南侧地段

地块面积(m2)

156832

容积率

0.35≤R≤1.0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40米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保证金

4000万元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
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
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
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
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
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
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
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
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
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
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
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
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22日17：
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
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在2020年7月22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
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年7月14日8:30 时；截止时间：2020 年7
月24日10:00 时；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

午8:30至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
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
件：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
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零售商业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00万元/亩，年
度产值指标应为≥450万元/亩。商务金融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50
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50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
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
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
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
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
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
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
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2217899；联 系
人：陈先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4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0-
25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望海大道北侧地段

面 积
3.1407公顷

（合47.11亩）

出让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零售商业
50%，商务金融50%）

规划指标
容积率≤2.5；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5%；建筑限高≤6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8872

竞买保证金（万元）

8872

外交部：

中印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谈
同意推动事态降温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印两国
边防部队于6月22日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
军长级会谈，这也是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
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谈。

赵立坚说，此次会谈的举行，表明中印双方希
望通过对话磋商妥处分歧、管控事态、缓和局势。会
谈期间，双方在第一次军长级会谈共识基础上，就当
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事态降温。双方还同意将
保持对话，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张漫子）在23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北京将按
照30%严格限流开放旅游景区室外
部分，暂时关闭旅游景区室内部分
（含溶洞），旅行社跨省际游和“机+
酒”业务暂不开放，不接受北京市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参团旅游。

目前，北京市按照二级响应动态
更新了酒店、公园、景区、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户）开放防控指引。针对
首都疫情防控非常时期，北京将坚

持防控为先、限量开放、有序开放，
防止无序开放。督促各公园、景区、
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俗户（农家
乐）等严格限量管理、强化分时预
约、实现错峰游览服务。

此外，北京市将严格经营主体防
控责任，督促开放的酒店、公园、景
区、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俗户（农家
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接
待单位严格落实测温、验码、科学戴
口罩等措施。不接受14天内来自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入境人员以及北京
市涉疫市场人员入住酒店和乡村民
宿或进入景区游览。

周卫民表示，端午假期期间，北
京将运用大数据有序疏导市民和游
客选择出行路线、时段和公园、景
区，错时出行、间隔入园、错峰游
览，增强市民和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的防范意识。要求各接待和服务单
位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安全优质的
服务，坚决杜绝乱涨价，切实提升
游客旅游体验。

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杰群介
绍，北京端午文化活动原则上不组
织线下文化活动，采取线上方式过
端午。

北京对景区实行限量管理
暂不开放跨省游

美再列管4家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为“外国使团”

外交部：强烈敦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温馨）针对美
方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环球
时报》4家中国媒体在美机构列管为“外国使团”，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3日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
方摒弃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立即停止和纠正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不得
不作出必要、正当反应。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这已经是美
方第二次将中国媒体在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
了。这是美方赤裸裸对中国媒体政治打压的又一
例证，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
报道活动，也进一步暴露出美方标榜的所谓新闻
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琼9006拍1号

受万宁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万宁市
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的土地面积为717.39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土地
面积为197.34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213.3755
万元，竞买保证金：58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7月14日15: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7

月13日17:00截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7月13日17:0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万宁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万宁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1086759000095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9006拍1号竞买保证金（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

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36719、66736721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万宁市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222163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灵山·海建家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灵山·海建家园项目位于灵山镇锦丰作业队，属《江东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范围。于2017年5月批建3栋地上10-12层、地下1层商
住楼。现建设单位因西南角部分用地被市政供水管道占用，对地上机
动车位、地下室轮廓线、楼梯间及消防控制室进行调整，调整后计容面
积为29593.81m2，增加44.46平方米，容积率调整为2.18，绿地率调整
为35%，机动车停车位调整为299个，各项规划指标均符合控规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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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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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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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4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定于2020年7月15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15日

二、会议召开方式：通讯表决方式

三、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关于华能洋浦煤电热电联产项目在建工程及东方电厂拟报

废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2019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关于投资建设华能洋浦热电有限公

司2台460兆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四、参加会议人员：2020年7月14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

托代理人；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五、参加会议表决办法：自公告之日起向公司董事、监事和股东邮

寄会议资料，请股东于2020年7月15日15时之前将表决后的议案表

决表邮寄、传真、电邮或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由于地址不详或有变

动原因，未能收到会议资料的股东，可在表决期限内电话联系索取或来

公司领取，过期未联系的，视为放弃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六、其它事项：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华能

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邮编：570311）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 真：（0898）68567808 68520728

电子邮箱：10236244@qq.com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指明“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再出发方向
——欧洲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视频会见欧盟领导人时关于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要主张

希腊学者、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国项目负责人乔治·
措戈普洛斯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张令人对欧中关系的未来感
到乐观。欧盟和中国都维护多边主义并愿意合作。双方之间交
流越多，彼此之间了解就会越深入。双方都表明，决心共同寻找
前进的道路。

法国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认为，中国和欧
盟互为全面战略伙伴，合作远大于竞争，双方需要以互利共赢
的方式合作发展，巩固共同坚持的多边主义共识。习近平主席
关于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要主张着眼维护全球和平稳定、推动全
球发展繁荣和完善全球治理，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
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规划。

奥地利中国数据分析研究中心主席亚历山大·韦尔策说，新
冠疫情令国际社会正在经历“零时刻”。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以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为起点，采取联合、明智和协调步骤，对
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当前世界
需要强大而坚定的多边主义推动力，而欧洲与中国的合作是合
乎逻辑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中方愿同欧方携手努力，推动
“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更加稳健成熟，迈向更高水平。

欧洲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欧“要做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两大力量”“要做推动全球发展繁荣的两大市场”“要做坚持多边主
义、完善全球治理的两大文明”三点重要主张，为推动“后疫情时代”欧中关系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指明了方向。

葡萄牙前外交部长安东尼奥·马丁斯·达克鲁斯说，和平与
稳定是经济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欧盟国家关心“后
疫情时代”国际关系走向。习近平主席关于中欧关系发展的
重要主张是中国现行对欧政策的强化，是推动欧中发展更高水
平关系“非常积极的标志”。欧中双方加强战略合作，有助于改
善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克罗地亚前外交部长马特·格拉尼奇认为，加强与中国合
作，是欧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促进欧洲发展
繁荣的最好保证。当前新冠疫情蔓延，正是宣示团结的良好
时机，团结在欧中关系中已被证明非常重要。中国是欧盟真
诚的伙伴，推动欧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对欧盟和中国都将是
有益的。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塞尔韦斯特·沙法什表示，对欧盟和中
国来说，合作始终是主旋律，没有对抗冲突的理由。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三点主张非常重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欧
中双方应更好利用各自优势，相互尊重，在深化合作中不断扩大
共同利益，推动欧中关系更加成熟稳健，迈向更高水平，为全球
合作树立榜样。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研究员贝特霍尔德·库恩
说，欧盟和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双方加强合作有
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早日复苏。除加快推进投资协定外，
双方还可在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相信
随着双方交流和合作的展开，欧中伙伴关系将得到进一
步发展。

西班牙皇家学院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成员、经济学家
拉蒙·塔马梅斯认为，持续的疫情，使欧中深化合作的重要
性显得更加突出。欧中保持相互市场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将帮助重启因疫情而停滞的经济，双方应考虑一项自由贸
易协定，以给双边贸易带来更大灵活性。塔马梅斯对欧盟
领导人抓住机遇与中国深化合作表示乐观。

罗马尼亚政治评论家卡罗尔·罗曼表示，经贸合作是
欧中关系的重要支柱，通过尽快达成投资协定、加强投资
贸易以推动“后疫情时代”经贸合作，对提升欧中关系意义
重大，这是一条能够为双方带来和平、合作和繁荣的正确
道路。欧中双方愿意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表明均有意
愿实实在在地推动欧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加强战略合作 应对全球挑战 保持市场开放 推动绿色发展 坚持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美国将暂停发放
部分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记者孙丁 徐
剑梅）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发布公告，宣布美国
将暂停发放部分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

公告说，美国将从24日12时01分起至今年
底暂停发放H-1B、H-2B、L和J非移民工作签
证，适用于公告生效之时不在美国、无有效非移民
签证以及除签证外没有准许其赴美和入境官方旅
行文件的外国人。

公告说，不受影响的包括美国合法居民、寻求
入境为美国食品供应链提供“必要”劳动和服务的
外国人、其入境被美国国务院等部门认定为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国人等。

此外，公告说，特朗普决定将4月签署的一项
行政令的有效期延长至今年底。该行政令说，即日
起60天内暂停向部分外国人发放“绿卡”，即这些
人在行政令有效期内无法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受新冠疫情影响，大量
美国劳动者失业，特朗普政府这些举措是为了确
保企业在雇人时首先考虑美国劳动者。据报道，
暂停发放部分“绿卡”和上述签证将为美国劳动者
腾出52.5万个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