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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QY202008HN011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以下车辆：1、琼AT1892迈腾牌等
10辆小型轿车，车辆品牌有迈腾、桑塔纳小轿车、圣路轻型封闭货
车、圣路小型专项作业车，挂牌价1500元至10600元不等；2、琼
A21525金杯中型普通客车，挂牌价1300元。公告期限：2020年
8月12日至2020年8月25日。对竞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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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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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8月12日

琼海博鳌七修康养酒店项目由琼海博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建设用地位于琼海市博鳌滨海大道西侧，规划用地面积
15097.0m2。琼海博鳌七修康养酒店项目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海资规审批〔2020〕7号)文批复同意建设。现该项目申
请建筑屋顶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合计354m2，根据《海南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

一、1#酒店:应用太阳能面积的客房数量为116间，太阳能集热
板面积216m2，1#酒店可补偿建筑面积共为174 m2。

二、2#、8#酒店:应用太阳能面积的客房数量为24间/栋，太阳
能集热器面积为48m2/栋，2#、8#酒店可补偿建筑面积共为36x2=
72 m2。

三、3#、7#酒店:应用太阳能面积的客房数量为20间/栋，太阳能
集热器面积为40m2/栋，3#、7#酒店可补偿建筑面积共为30x2=
60m2。

四、5#、6#酒店:应用太阳能面积的客房数量为8间/栋，太阳能
集热器面积为32m2/栋，5#、6#酒店可补偿建筑面积共为24x2=
48m2。

五、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登报公示之日开始)。
六、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组、

建设用地现场。
七、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
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3)联系电话:0898-62822440，
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
博鳌七修康养酒店项目太阳能热水

集热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关于万物汽车城项目的声明
我司为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现

发布以下声明事项：
一、为保证施工现场正常管理秩序，非经我司同意，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在施工现场内非法进行居住、办公、仓储等活动，我司
将限期进行场地清理。详细要求见现场张贴的告示。

二、我司从未授权任何个人和单位对汽车城项目开展工程分
包、材料设备采购、劳务分包等工作。

三、我司从未授权任何个人和单位对汽车城项目收取保证金。
特此声明!
另，如发现有关本项目的涉嫌违法事宜，请联系我司，联系人

及电话：汤先生 13661990907，岳先生 18900125413,吴先生
15108992583。

声明人:中城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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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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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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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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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分局办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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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6580939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7日

产权申
请人

林清群

土地坐落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
街道办博雅社区居
委会博雅路 90 号

分摊土地
面积

425.52 m2

权属来源

琼山国用(府城)
字第01204 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环基
房地产开
发公司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
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转让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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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内。联系人：吴经理；联系电话：13389855959；通讯地址：海口
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二层；邮编：570125；对排斥、阻挠、异议
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56763800（东方
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2020年8月12日

序号

1

客户名称

海南兴茂橡胶
机械仪器研究
制造有限公司

合同余额

2,906,365.34

债权金额

6,886,539.11

抵押物
儋州市北部新区“顺心花园”项目合计
2015.84平方米的在建工程（在建铺面
第13、14、18、21、22、23、24、25、26、27
号房）及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诉讼情况
项目经法院判决我
司享有抵押物优先
受偿权，现法院执
行拟以物抵债。

抵押物现状
新铺面已建成，空置中，可
立即使用，债权能分配到
4套，面积883.46平方米
的铺面，房产证尚未办理。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海南兴
茂橡胶机械仪器研究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6,886,539.11元（包括
债权项下的本金2,906,365.34元、利息3,713,665.77元、诉讼相关

费用266,508元以及相关担保权益，债权所在地为海南省海口市），
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明细如下：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单位：元

观 天下

特朗普记者会因白宫附近枪击中断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白宫外发生的
枪击“得到控制”。由于距离白宫“相对
较远”，枪击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特工处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可
以确认一名警官卷入发生在 17街和
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枪击”。两名熟悉
情况、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
美联社记者，枪击发生地距离白宫仅
几个街区。

法新社报道，白宫以外情况平静，
只有附近一部分街道遭封锁，一些警察
和政府车辆聚集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

大道的拐角处。
一名长期在白宫外示威的抗议者

说，他大约下午5时50分听到枪声，紧接
着有人尖叫。“是一名男子的声音……随
后八九名男子跑过来，用他们的AR-15
（型步枪）指着他（那名嫌疑人）。”

哥伦比亚特区消防局说，嫌疑人受
重伤，可能伤势危重。

执法人员正在确认嫌疑人的动机，
正在调查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特朗
普在通报会上说，枪击可能和他没有任
何关联。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当天下午在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
的疫情通报会开始仅几分钟，特朗普突
然由一名身着黑衣的特工护送离开，没
有说明原因。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
姆努钦、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拉
斯·沃特同样由工作人员护送离开。

新闻简报室的大门被锁上，大批记
者关在房间内。

几分钟后，特朗普返回疫情通报会
现场，说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执法人员
朝一名携带武器的嫌疑人开枪，那名嫌

疑人被送往医院，没有其他人受伤。
特朗普说，特工护送他返回椭圆形

办公室。枪击发生后，白宫随即封锁。
媒体记者提问特朗普对这一事件是

否感到震惊，他回答道：“我不知道，我看
起来被吓到了？……世界一直是一个危
险的地方，这并非什么独特的东西。”

特朗普继而赞赏特工处对事件的
处置，称赞工作人员是“非常棒、最优秀
的人”。“有特工处（的保护），我觉得非
常安全，”他说，“如果有必要，一些非常
棒的人会做好行动准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0日在白宫举行新冠疫情通报会时，突然由一名特工护送离开新闻简报室，
在那里举行的疫情通报会一度中断。特朗普几分钟后返回，说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情况“得到控制”。

黎巴嫩能否“真正变革”
危机叠加

迪亚卜说，黎巴嫩的腐败
体系难以根除，贝鲁特港口区的
爆炸就是腐败的例证之一。他
表示，本届政府不会为之前历
任政府的腐败行为承担责任。

在发表讲话后，迪亚卜前
往总统府向总统奥恩递交辞
呈。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司
法部长纳吉姆和财政部长瓦兹
尼宣布辞职。

去年10月 17日开始，黎
巴嫩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
威，要求政府辞职、组建新的技
术专家型政府等。10 月 29
日，时任总理哈里里宣布辞
职。12月 19日，黎总统奥恩
任命迪亚卜为新一届政府总
理，授权其组阁。今年1月21
日，迪亚卜完成组阁。

迪亚卜政府命运多舛，执
政期间，黎政治、经济、卫生等
各方面危机四伏。由于各政治
派别争斗，迪亚卜政府难以实
施有效改革。原本低迷的经济
状况也一路下滑，黎已陷入极
其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国还面
临严峻的疫情冲击，在7月1
日之前，黎巴嫩累计确诊病例
不足2000例，但到7月底已经
超过4000例。

重重危机令迪亚卜政府压
力倍增，而4日的大爆炸则成为
压垮该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黎巴嫩总理迪亚卜10日
晚发表电视讲话说，本届政府
就职以来一直试图寻求变革，
但遭遇巨大阻力，“无法阻止一
些政党煽动民众反对政府”。
他宣布政府集体辞职，希望寻
求“真正的变革”，以回应民众
要求变革的呼声。

贝鲁特港口区4日发生大
爆炸后，贝鲁特连续多日出现
大规模示威活动，引燃黎巴嫩
政治危机。观察人士指出，黎
巴嫩当前危机四伏，迪亚卜政
府总辞无助于解决问题，如果
不能尽快组建行之有效的新政
府，反而可能会使危机加剧。

困局难解

迪亚卜8日呼吁提前举行
议会选举，以期解决黎巴嫩目
前面临的各种危机。9日，黎
巴嫩新闻部长阿卜杜勒-萨马
德和环境部长卡塔尔先后辞
职。有分析认为，教派分权体
制是造成黎巴嫩目前各种危机
的原因之一，而这一体制显然
不会因为迪亚卜政府辞职以及
新政府的成立而发生改变。

总统奥恩10日晚些时候接
受了迪亚卜的辞呈，要求现政府
在选出新总理并组建新政府前
履行看守政府职责。迪亚卜政
府转为看守政府后，其职责只能
是维持各政府部门日常运转，而
无法做出重大决定或制定政策。

按照程序，奥恩接下来需
与议会各主要派别磋商，提名
新的总理人选。但由于宪法没
有规定总统与议会各派别就总
理人选进行磋商期限和候任总
理组阁的期限，新政府的组建
预计免不了费一番周折。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不能尽
快组建新政府，将会对大爆炸后
续的一些处理工作，如各国援助
物资的接收分配、民众的安置救
助等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黎巴
嫩的经济复苏、防疫等工作恐也
都会受到不小影响。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10
日电 记者李良勇）

外部压力

长期以来，黎巴嫩作为地
区大国的博弈场，政局走向往
往受到影响。黎巴嫩虽然政治
派别众多，但主要分为亲沙特
和西方以及亲叙利亚和伊朗的
阵营。

伦敦大学中东政治研究学
者易卜拉欣·哈拉维指出，迪亚
卜政府得到两大什叶派政党真
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支持，但
没有得到前总理哈里里领导的
逊尼派政党未来运动以及黎巴
嫩军队等支持。

分析人士指出，迪亚卜政
府辞职表面看是内部因素作
用的结果，但同样离不开外部
因素的影响。受亲伊朗而反
美国的真主党“牵连”，迪亚卜
政府很难得到美国等西方国
家支持。

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到访
黎巴嫩，成为贝鲁特发生爆炸
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访问期间，马克龙呼吁黎巴嫩
变革并达成“新的政治合同”，
呼吁组建国民团结政府。

在内外部多重压力之下，
迪亚卜政府辞职。未来，黎巴
嫩或将按照法国倡议，在美国
和海湾国家支持下，组建一个
国民团结政府，而前总理哈里
里预计会成为未来总理主要
人选。

？？

特朗普：“我看起来被吓到了？” 特工处：“可以确认一名警官卷入枪击事件”

8月6日，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
究中心，工作人员展示新冠疫苗。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表示，俄卫生部已首次对本国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给予
国家注册，他的女儿已接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大量生产。 新华社发

普京：俄首款新冠疫苗已获国家注册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 8月 11日电
（记者任军）哈萨克斯坦卫生部11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突破10万例。此外，不明肺炎病例也
超过1万例。

哈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
日，哈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722例，累
计100164例；累计死亡1269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哈萨克
斯坦自8月1日起每日报告具有新冠

肺炎临床症状但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的不明病理肺炎病例。1日至11日，
哈全国共报告了13337例此类肺炎病
例和173例相关死亡病例。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长阿列克谢·措
伊11日说，自7月5日新一轮强化隔离
措施实施以来，哈国新冠疫情持续好
转，传染数R值从1.72降至0.82。除了
图尔克斯坦州，其他各州市的R值均已
降至1以下。

哈萨克斯坦新冠确诊病例超10万
不明肺炎超1万例

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密歇根州老
太太多萝西·波拉克在养老院憋了数
月，其间度过103岁生日。“解禁”后，她
开始实现许下的愿望，第一件事就是找
文身师在左前臂文了一只青蛙。这也
是她首次文身。

波拉克住在马斯基根市一家养
老院，6月16日在养老院里庆生。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10日援引她
孙女的话报道，老人疫情期间在养老
院隔离数月。护理人员说她情绪非
常低落。家人因隔离措施无法见到
她，而她听力衰退严重，无法经由电
话与家人联系。

当地放松隔离措施后，老人回到
家，数周后决定文身。她说：“我十分激
动，因为数年前我孙子想让我弄个文
身，我当时不愿意。如今，我突然决定
文一个。如果可以的话，文个青蛙。因
为我喜欢青蛙。”

波拉克本月7日在孙女陪同下去
当地一家文身店文身。工作人员免费
在她左前臂文上一只绿色小青蛙，还夸
她非常勇敢，整个过程甚至没有看见她
因疼痛龇牙咧嘴。

文身后不久，老人坐上摩托车兜
风。那是她另一个心愿。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了心愿 103岁美国老太文身又兜风

8月11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惠灵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1日晚说，在该国102天没有发现社区传播新冠病例后，

其最大城市奥克兰报告了4例感染源不明的新冠病例。从12日中午开始，奥克兰
的防疫响应级别将从目前的1级上调至3级。 新华社/美联

新西兰发现感染源不明新冠病例
将防疫响应级别从目前的1级上调至3级

迪亚卜发表电视讲话。 新华社/法新

88月月1010日日，，警方在白宫附近警戒警方在白宫附近警戒。。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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