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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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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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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海南省招商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财务章，合同章和发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陆发图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469003116210030008J，声明作
废。
●梁伟培遗失身份证，证号：
440902198110183718，特 此 声
明。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6972号 吴清连、吴

清瑞、吴清林、吴清松、吴清柏、吴

多华向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

（受理编号：2020033958)遗失补

办其坐落在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

东谭村委会儒全村，土地证号为海

口市集用（2012)第 014485号，面

积为 90.51平方米，用途为农村宅

基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

使用证。经调查，上述《集体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凡对此有异议者，请在通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我局龙华分局提供书面

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

理相关手续。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0年6月14日

业务外包公告
黄金海景食品厂位于海口市白水

塘路34号中石化金盘工业园区内

拟按现状业务委托外包招标，厂房

占地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可生

产月饼、糕点等食品。招标报名时

间截止：2020年7月7日，报名地

点：黄金海景大酒店508室。请有

意向者与叶女士联系：68535899、

13976696869。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

2020年6月30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琼海嘉积钎予工程管理服务部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38977301，特 此 声 明 作
废。
●黄璀章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联
收据，收据号 ：0007193，金额
1500元，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遗失交通银行海口秀英支
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3386601及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运青不慎遗失一辆五菱牌小
货车（车型号为LZW1029SP6A，
车架号：LZWCBAGA8L336561
发动机号：UL41120687）合格证，
特此声明。
●本人邓文不慎遗失在三亚中升
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金
收 据 一 份（蓝 联）收 据 编 号 ：
0010479，金额：2000元整，声明
作废。

●东方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遗失座落于东方市八所镇
解放西路北侧商业小区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8）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18132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美造水库工程管理所公
章损坏，声明作废。
●罗玉遗失执业药师资格证，证
号：ZY00261105，声明作废。
●海南微盟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4600161320，发票号码：
08230500，金额：15400元，特此
声明。
●张小东遗失海南省机电工程学
校 毕 业 证 ， 证 号 ：
HN07210530138，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燕芳玉水吧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246078，声明作废。
●昌江安心堂药品超市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61779093，声明作废。

公告
各位工友：江西省万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施工的屯昌县海榆中线
K69至王村公路人民保险桥改建
工程项目，该工程已于2017年 9
月竣工验收合格，该工程各班组的
工资已结清，如有异议者，请于
2020年7月6日前与我司联系，逾
期自误。
江西省万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791－88112207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
炬大街 188 号丰源商务办公楼
B10栋。 2020年6月28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招 聘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减资公告
海南有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469001MA5T4FUL8C经股东

决定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仟万元

减到人民币壹佰万元，特此公告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陈少峰遗失在海口中升裕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的收款
收据1张，收据编号：1812001（金
额：5000元），声明作废。
●云昌京、林惠仙不慎遗失坐落于
会文镇泰家一村集体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W0400838号，特此声
明。
●林寄宝遗失海南省儋州市白马
井镇恒大金碧天下138栋2204房
的购房收据 3 张，收据编号：
HN1407672、 HN1404895、
HN1436960，声明作废。
●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张学理
律师于2020年 6月 20日遗失了
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199910247157，流水号为
10732501，现声明作废。
●吴多成遗失道路旅客、货物运输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90030030014095961，流水号:
460000195721，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大唐国际贸易公司申报的大唐国际贸易中心项目位于江东新区
起步区，项目拟建1栋（地上5层，地下2层）商务办公楼，总建筑面积
38314.46平方米，项目指标基本与在编控规及市政府批复规划条件
一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退用地红线分别为2.33米、2.33米、
10.54米、2.54米，基本满足起步区窄路密网建设要求及城市消防管
控要求。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0年6月30至7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政
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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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
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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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6626,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6月30日

大唐国际贸易中心项目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钟山大厦9套房产。标的位于
海口龙华区商圈，周边商业配套成熟，有万国大都会、亿圣和百货等大
型商城，区域繁华程度较优，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齐全，交通便利。具
体见下表：竞买人需缴纳保证金25万元/套，公告期：2020年6月28
日至2020年7月9日。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www.ejy365.
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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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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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的名称
C座406房
C座407房
A座501房
A座502房
A座503房
B座504房
C座505房
C座506房
C座507房

建筑面积（m2）
116.78
121.17
94.73
200.02
118.60
147.70
140.98
115.90
120.26

挂牌底价(元)
802600
832800
674100
1366200
819300
1020200
964100
800600
830700

规划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办公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海口市义龙路钟山大厦九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6HN0081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3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项目编号：QY202006HN0084

受海南电缆厂管理人委托，对海南电缆厂位于文昌市华侨农场约100亩工业用地及海南通信电缆厂持有的地上5幢房产、机器设备进行
整体打包转让，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标的名称

位于文昌市华侨农场土地使用权
房屋建筑物（第一幢）
房屋建筑物（第二幢）
房屋建筑物（第三幢）
房屋建筑物（第四幢）

办公楼
机器设备

权证编号

文国用（2000）字第W1000510号
文房字第01009号
文房字第01006号
文房字第01007号
文房字第01008号

无权证
详见柏信评报字（2019）第12001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设备明细表

结构

-
框架
混合
混合
框架
框架

建筑面积

66269.02m2（约100亩）
8326.91m2

119.77m2

119.77m2

1012.91m2

762.60m2

用途

工业用地
-
-
-
-
-

挂牌价（万元）

2770.045

1161.3534

9.4374
3940.8358

公告期为：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27日。对受让方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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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海南省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领导小组通告（第17号）

2020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定于9

月20日举行，6月29日至7月12日网上报

名，详情请登陆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官网

（http://agri.hainan.gov.cn/）。

咨询电话：0898-65333733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45分 印完：5时1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存在问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新冠检
测阳性率正在快速上升，但这不是因
为检测量大所致，而是缘于感染数量
增加。随着病例数持续攀升，包括亚
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州在
内的多地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重症
监护室床位已达饱和。

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得·
霍特兹指出，“美国没有应对疫情的国
家计划，没有‘路线图’来跟踪、模拟和

设计干预计划”。
数据显示，近期美国西部和南部

地区疫情更为严重。新增病例中年轻
人居多，约半数为35岁以下群体。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在秋
季前控制新冠疫情，基本就得进入“追
赶山火”一样的状态。未来几周要控
制住多个州病例激增的任务非常艰巨
而关键。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8
日电 记者谭晶晶）

防护措施不到位

关注全球抗疫

美国新增病例连创新高的三重诱因新闻分析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面临疫情防
控和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等多重困
境。自 5 月起，美国各州陆续“解
封”，迎来密集的“复工复产潮”，许多
地区恢复了商场、酒吧、海滩、训练
营、健身房和博物馆等场地的运营。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
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各地重启经济进程
太快，许多地区尚未做好准备就仓促
复工，未能遵循相关防控和隔离措
施，这是导致近期新冠病例激增的一

大重要原因。
鉴于病例数激增，佛罗里达州和

得克萨斯州已宣布暂停重启经济计
划。此外，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
州、缅因州、内华达州等州州长也表示
暂不会启动下一阶段经济重启计划。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
授张作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在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中，口罩的
作用很关键，即使是手工制作或普通
外科手术口罩也可以阻挡说话、咳
嗽、打喷嚏等途径散播的飞沫，阻挡
病毒传播。但部分美国民众对戴口
罩有较大抵触情绪，这是导致病例激
增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美国各界对是否应在公共
场所戴口罩仍存在争议。部分州要
求人们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许多州
尚未发布任何指导方案。美国副总
统彭斯26日表示，是否需要发布戴
口罩的指导方案或相关要求由各州
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5月底，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乔
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死
亡引发全美范围持续数日的抗议、骚

乱和暴力冲突。专家认为，近期病例
激增可能与此密切相关。

“示威人群密切接触，无法保持社
交距离，使病毒传播风险大大增加。示
威者大声说话、喊口号会向空气中释放
更多飞沫，而警察使用催泪瓦斯、烟雾
和胡椒喷雾等会让人流鼻涕和咳嗽，
这些都有利于病毒传播。年轻人聚集
示威或集会，很可能把病毒带回家，造
成家庭的聚集性感染。”张作风说。

新华社纽约6月28日电 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2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
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0万。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
日16时33分（北京时间29日4时33
分），全球累计死亡病例升至500108

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63319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均最多，分别为 2539544

例和125747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万例的国家还有巴西、英国、意大
利、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
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有研究认为

他汀类药物
可降低新冠死亡率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参考消息》29日
刊登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文章《研究显示他汀类
药物可以降低新冠病人的死亡率》。摘要如下：

发表在《细胞-代谢》月刊上的一项研究显
示，使用他汀类药物可降低新冠死亡率和有创
机械通气发生率。

他汀类药物的主要用途是降低胆固醇，能
减缓动物免疫细胞的反应，有效减轻炎症，并缓
解实验动物肺部损伤。这三种症状在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中很常见，常常导致致命的器官损害。

这项研究分析了13981名患者使用他汀类
药物的情况。报告显示，使用这种药物的患者
的死亡率下降了45%。

此外，这项研究并没有显示，在使用他汀类
药物的同时使用降压药会增加死亡率。

研究报告的作者说：“这项研究成果明确支
持了使用他汀类药物对住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安
全性和显著的保护作用，并为后续开展他汀类
药物是否具有降低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的前瞻
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信心。”

作者说，尽管这些数据确实为他汀类药物
的安全性提供了佐证……但进行进一步的随机
控制试验，以研究他汀类药物对新冠肺炎治疗
的效果似乎是有道理的。

近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疫情急剧恶化引起全球关注。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254.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2.5万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28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过
去24小时全美新增确诊病例44703例，再次刷新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

美国流行病学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地仓促重启经济，防控措施不到位，追踪、隔离
密切接触者存在问题等因素加速了疫情蔓延。

仓促“解封”增加风险

6月28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的草坪上休闲。 新华社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超过5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