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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临高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7日；负责人：许

河；机构住所：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二环路163-1号1、2整层，

3楼半层；邮政编码：571800；联系电话：0898-36285365；机构

编码：000018469024001；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

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

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

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

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临高营销服务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
外。为保证项目能按时完成开发建设，竞买人自有资金必须不低于1
亿元人民币（以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发布后，竞买人同一开户银行账户
出具的竞买人的存款余额证明为准）。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申
请人可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 8月14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
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获取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7月
27日至2020年8月17日上午11时00分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
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17日11时00分
（以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 8月17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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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地块挂牌时间为：乐东县Ln2010-
12-1号:2020年8月7日9 时至2020年8月19日10时。七、其他需
要公告的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
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

定缴交。3、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
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该宗地块属于房地产业中
的零售商业及旅馆用地，因此该宗地块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为250万
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
与产业主管部门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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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宗地块土地权
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
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
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地条件。5、该宗地总建筑
面积达到《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规定

“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新
建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
造。”的要求，在开发建设时须按装配式建造方式进行开发建。6、本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7、本次挂牌不
接受邮寄文件。8、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http://lr.hainan.gov.cn、 http://
ledong.hainan.gov.cn/。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
式：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联系人：林先生；联系电话：0898-
85531814、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5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乐自然资公告﹝2020﹞25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乐东县
Ln2010-12-1号

土地面积
（m2）

32699.18

地块位置

乐东县抱由镇
番豆桥北侧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和旅馆混合
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和
旅馆用地比例为1:1）

建筑密度

≤40%
容积率

容积率≤1.8

绿地率
(%)

≥3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800

建筑限高
（米）

65

挂牌出让
起始价(万元)

480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838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莫海波与被执行人王桂容、黄海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依法查封被执行人黄
海奇名下位于海口市海港路海口港西区6幢501房(不动产权证
号：HK029926)房产。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
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七月七日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邮编：570311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儋县巨川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原海南省国营东和农场（2017年3月23日已整合成立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与你司于1992年11月19日签订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付款协议》约
定，如逾期未交完应交土地转让款项，合同自行解除而失效。鉴于
你司逾期至今未依约履行全部付款以及项目开发义务，致使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你司的违约行为已具备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因
你司下落不明，特此公告通知你司解除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
合同书》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付款协议》，并收回转让的土地。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营东和农场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美庄路，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北侧。项目拟建19栋楼，总建筑面积

为238394.02平方米，其中地下室面积约5万平方米。现需向社会公

开引进一家建筑物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的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价函

及业绩等）报至我司工程部。

公司名称：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乔工：18907667097。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
房项目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美庄路，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北侧。项目总用地面积为62411.60

（93.61亩）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38394.02平方米，项目总投资估算

为115713.95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一家防雷检测单位。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业绩及报价函等）报至我司工程部。

公司名称：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乔工：18907667097。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
安置房项目防雷检测单位的公告根据文昌城投紫贝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甲方）、文昌城投文

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乙方）、文昌市月亮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丙方）三方的股东决定，甲方拟吸收合并乙方、丙方。合并完成
后，甲方尚继续存续，乙方、丙方将注销。合并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均
由合并后存续的甲方承继。合并前各方注册资本金为：甲方5000万
元，乙方5555万元，丙方5000万元，合并后存续的甲方注册资本金
为15555万元。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晓旭
电话：0898-63220500

文昌城投紫贝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文昌城投文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文昌市月亮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公司合并公告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区项目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195064.97平方米（约

合292.60亩）。项目涉及演丰镇群庄村委会上陈、茂山、群祥

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

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

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演丰镇周先生:15120963945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7月16日

迁坟通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我局拟按程
序修改文昌市中心城区12处近期拟开工项目地块--《文昌市文城
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09地块的规划指标。为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天（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8月14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
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
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
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中心城区12处近期拟开工项目用地
规划条件建议修改方案--〈文昌市文城组团东·
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09地块》公示启事

美在研新冠疫苗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显现加强人体免疫的预期效果

初期反应乐观

这种名为mRNA-1273的疫苗
由福奇所属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联合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定于本月
27日前后启动三期临床试验，试验对
象3万人，以最终确认它能否有效对
抗新冠病毒。

莫德纳公司3月中旬启动疫苗的
一期临床试验，5月开始二期试验。

凯撒医疗集团华盛顿卫生研究
所丽莎·杰克逊领衔的研究团队14日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
期试验45名18至55岁健康志愿者
接种疫苗的试验结果报告。

这种疫苗利用核糖核酸向人体
细胞发出指令，复制模仿新冠病毒外
表的蛋白质，从而激活人体免疫系
统。报告说，全部志愿者血液中都产
生病毒中和抗体，这是人体阻抗感染
的关键因素。志愿者抗体水平与新
冠康复患者体内水平相当。

45名志愿者分成三组，分别注射
25、100或250微克疫苗。每名志愿
者注射两剂疫苗，中间间隔28天。研
究人员说，没有发现严重副作用。不
过，超半数志愿者出现“类似流感反

应”，如乏力、头疼、发冷、发热、打针
处肌肉疼痛等，属疫苗接种后常见反
应；这些症状持续时间不长，接种后
立刻出现，大约一天后消失。其中，
三名接种250微克疫苗的志愿者副作
用反应较严重，研究人员已弃用这一
最高剂量方案。

莫德纳公司6月说，企业最终选
择副作用较小的100微克疫苗用于三
期试验。照此剂量，企业预期疫苗年

产量可达5亿乃至10亿剂。莫德纳
公司计划与瑞士一家药企合作，从明
年初开始量产疫苗。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
疫苗专家威廉·沙夫纳说：“为避免感
染新冠病毒，（不适反应）是小代价。”
他没有参与疫苗试验，称早期试验结
果是“良好第一步”，也对明年初以前
三期试验能出结果表达乐观，“前提
是所有事情都能如期推进”。

“赢家”并非唯一

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希望今年
年底前得到最终试验结论。如果实
现，这在疫苗开发领域将是“破纪录”
速度。不过，包括福奇在内，不少公
共卫生专家曾提醒必须确保疫苗安
全有效，不可操之过急。

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为莫德纳

疫苗研发资助近5亿美元，并批准它成
为美国最早开展大规模人体试验的候
选疫苗之一。假如疫苗最终证实有
效，会是这家企业的重大转折点，因为
它迄今所开发产品从未成功上市。

受试验结果利好消息影响，莫德
纳公司股票价格在14日盘后交易中
上涨近15%。这家企业今年以来股
价已上涨近三倍。

不过，14日发布的试验结果仅涉
及青壮年志愿者，研究人员4月招募
120名55岁以上志愿者，属新冠感染
高风险人群，这些志愿者试验结果还
未公开，仍在接受监管部门评估。

截至14日，各国向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的在研新冠疫苗共163种，其
中23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莫德
纳疫苗之前，已有两种候选疫苗进入
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分别来自中国和
英国。

除了莫德纳疫苗，美国政府准备
招募志愿者参加其他候选疫苗的大
规模临床试验，包括美国强生公司研
发的疫苗和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
英国牛津大学在研疫苗。美国制药
巨头辉瑞也计划自行开展大规模疫
苗试验。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研究人员14日发布报告说，在美国率先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一种候选新冠疫苗显现
加强人体免疫的预期效果，已准备7月下旬启动最后、最关键的三期临床试验。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抗疫工作组成员安东尼·福奇说：“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好消息。”他同时强调，对抗新冠疫情需要“服务全世界、而非只供美国”的多种疫苗。

发现确诊病例后
泰国暂缓外籍人士入境

新华社泰国罗勇 7月 14日电（记者汪瑾）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维辛·维萨努
约廷14日在曼谷表示，因两名入境泰国的外籍
人士近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引发民众对可
能造成本地传播的担忧，泰国决定将暂缓外籍
人士入境。

塔维辛说，泰国7月1日开始允许部分外籍
人士入境后，一名苏丹外交官的女儿以及一名埃
及军人在入境后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名埃及
军人曾前往泰国东部的罗勇市区商场，这暴露了
疫情防控方面的漏洞。

塔维辛说，待防疫漏洞堵上后，泰国将继续推
行允许部分特许外籍人士入境的政策。

泰国14日新增7例新冠确诊病例，均为境外
输入病例。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3227例，累计
死亡58例，累计治愈3091例。

新研究说

一种降胆固醇药物
可能有助治疗新冠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14日电（记者尚昊 陈文
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14日宣布，该校研究人员与
美国芒特西奈医疗中心同行合作发现，已有的一种
降胆固醇药物在实验室研究中能抑制新冠病毒的
复制，可能有助于治疗新冠患者。

据介绍，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毒会阻碍碳水
化合物的常规消耗，导致肺细胞中堆积脂肪，以此
为病毒自身复制提供条件。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
现有助于解释为何新冠疫情中高血糖和高胆固醇
者有更高风险出现某些症状。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已有药物进行了筛
选，发现降胆固醇药物非诺贝特有望用于治疗新冠
患者。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显示，非诺贝特能让肺
细胞消耗更多脂肪，抑制新冠病毒的复制。

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临床研究来证实用非
诺贝特治疗新冠患者的效果。他们认为，这种治
疗方法有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降低到
与普通感冒差不多。

不顾反对强硬出台，发布一周即被撤销

美国荒唐签证新规“流产”
美当局日前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逼着高校在肆虐的疫情中开门，如此“荒唐”的规定甫一面世就遭到猛烈抵制，哈佛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与政府对簿公堂，联邦政府迫于压力，已于14日同意撤销发布仅一周的新规。

一个“重大胜利”

美国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伯勒斯14日在开庭审理哈佛大学
和麻省理工学院提起的相关诉讼时
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同意撤销留学
生签证新规。

伯勒斯说诉讼双方已达成解决
方案——政府将撤销留学生签证新
规，并恢复春季发布的针对新冠疫情
期间国际学生在线学习的指导意见。

14日的开庭结果出炉后，哈佛
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在致全校师
生员工的信中说，新规的撤销对哈
佛大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新
规扰乱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
试图强迫学校在保护全校师生员工
健康和保障留学生受教育权利之间
做出选择。

政府盼高校“重启”

截至 14日开庭时，两校诉讼
已获得数百所美国高校、70多个
高等教育团体和十几家美国高科
技公司提交法律文件支持。这些
高校和教育团体表示，留学生签证
新规将危及包括留学生在内所有
学生的健康安全，损害美国高校的
学术利益和经济利益。

美当局大刀阔斧推进经济重
启，也希望看到高校在秋季能加
入“重启”，运转恢复正常。但新
泽西州检察长格比尔·格雷瓦尔
指出，留学生签证新规“利用国际
学生和他们支付的学费作为杠
杆，迫使高校在做好准备之前就
开始面对面授课，将所有学生的
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像一场“闹剧”

大选在即，美国政府急于改善受
疫情影响的经济运行状况，国土安全
部代理常务副部长肯·库奇内利坦
言，如此决策就是为了“鼓励”大学重
新开放。当局的逻辑是“重启美国”
不能留死角，一切都要看起来很正
常，而生命健康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据彭博社测算，这项政策影响
到在美国高校就读的100多万外国
学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之为
针对留学生的“清洗计划”，是美政
府针对外国人和移民的又一次“令
人厌恶的、赤裸裸的攻击”。签证新
规遭到全面抵制，仅一周就宣布撤
回，这场“闹剧”无疑进一步削弱了
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15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日本东
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疫情有关情况。

日本东京都15日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65例。东京都15日将新冠肺炎疫情警戒级
别提高到了4个等级中的最高级。 新华社/路透

东京都：上调疫情警戒级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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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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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月1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拍摄的哈佛大学校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