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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飞灰填埋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
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
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省三
亚市天涯区水蛟村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 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
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邮箱：1043636507@qq.com；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电
话：0898-88204009。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8.10~8.21。

三亚市飞灰填埋场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潘正环利用文国用（2001）字第W0102136号宗地建设“潘正环
住宅楼”项目，该项目位于文城镇城新里。属于《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
号为（临）建字第469005201800071号，批建的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
住宅楼，建筑面积为900.71平方米。由于涉及未按批建方案建设，根
据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文综执罚字[2019]108号），现
建设单位申请设计方案修改，主要修改内容有：1、原批建筑尺寸为
11.00米*13.4米，现修改为19.01米*14.58米;2、原批总建筑面积为
900.71平方米，现修改为1499.99平方米。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变更方
案。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
项目修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0年8月14日至8月20日）；2、公示方式：
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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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澜
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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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1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潘正环住宅楼”设计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该宗用地在《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中规划用地
性质为乡村建设用地，城乡规划确定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属昌洒镇昌
洒村民委员会堆泰村民小组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权属清楚、无异议，
已列入文昌市2020年度入市计划。供地方式符合国家试点政策要求
和法律规定。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
其他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
金。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
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
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
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
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20年8月19至2020年9月11
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
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9
月11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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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17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活动定于2020年9月4日8：30至2020年9月14日11时整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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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14日11时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
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
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缴
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199号文，该宗地属零
售商业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

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文昌
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昌市人
民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
或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
土地的处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
的，无偿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
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
责任。（四）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9)-
14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
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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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
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
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
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
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集建
试（2019）-14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
方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
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
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九）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
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联系人：黄女士、李先生、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32855875；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14日

出让人

文昌市昌洒镇昌
洒村民委员会堆
泰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 集 建 试
（2019）-1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昌洒镇昌
洒村民委员会堆
泰村地段

面积

50646.06平方米
（折合75.969亩）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
度≤50%；绿地率≥
20%；建筑限高≤4层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挂牌出让起始价
（万元)

4786.0527
(94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872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20〕第12号

根据《海南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办法》和《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出
让人决定将壹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0814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9月16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1、海口市和平大道32号永发小区兴发阁1501房（建筑
面积121.35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041488号）。参考价：109.81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和平大道32号永发小区兴发阁
1502房（建筑面积116.47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041461号）。参
考价：107.5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竞买人需自行了
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
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及拖欠的物管、水电费等所有费用均
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9月15日。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0年9月15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
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网
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琼72技拍委6号

经海口海事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由
我司对下列涉案财产：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乐城岛总面积为408559
平方米的十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国用（2013）第
3487号-3496号）。参考价：126900.5662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0
万元。现将第一次公开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8月31日16：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8

月28日17：00止。
4、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以2020年8月28日16：00前到账为

准。
5、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账号：1010854290001310）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72技拍委6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7、标的瑕疵情况说明：
①、该土地目前尚未清场，仍在被执行人控制当中；目前其地上附

属物有青苗、槟榔及少部分民房等（详见土地评估报告及宗地现状）；
②、地类（用途）现分别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批发零售

用地，其土地用途后续可能发生的变化由买受人自行核查并承担；
③、该标的按现状拍卖，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委托

法院不承担过户风险；过户时产生的税、费依照法律规定由买卖双方
各自承担。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华海路15号海口经贸大楼九楼。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21736 13976600507 18976211911
委托方联系电话：0898-66118205 18689898223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118212 18808919600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尊敬的和泓·海棠府客户：

因您未按《和泓·海棠府预约登记协议书》约定支付预约登记费，
我司分别于2020年7月26日、2020年7月29日、2020年7月30日、
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5日发出《预约登记清退函》，您已于
同日收到该函件。根据法律规定，您与我司签订的《和泓·海棠府预
约登记协议书》已于《预约登记清退函》发出之日正式解除。请您尽
快至我司办理相关手续。清退名单如下：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3日

房号
26-1-202
08-3-301
10-2-302
26-2-102
26-2-502

姓名
张亚琼
唐孝锋
王志强
董丹
韩玫

房号
04-3-501
09-1-302
22-1-701
29-1-201

姓名
付相敏
邓仁惠
张永强
郝常武

房号
08-1-601
10-1-302
26-2-101
36-3-102

姓名
陈静

钟盈盈
许萍

孙东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港岛
花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港岛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E-2-11地块范围。整个项目分三期开发建设。现建设单位
申请在一期增加地下室出入口，二期调整地下室轮廓线，地下面积调整
为22566.04m2，总停车位调整为589个，不涉及地上建筑面积、计容面
积及各项规划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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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至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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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海口鑫铝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6233388X9，
法定代表人：樊祎捷)：

我局于2019年10月18日对你公司进行税务文书公告送达
(琼税一稽告[2019] 121号)，该公告中税务文书名称有误，现更正
如下：

原公告中第一段“《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
1000289号 )”更正为“《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
1000289 号)”。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909室
联系人:辛先生，段先生;联系电话: 0898-66969058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0年8月14日

琼税一稽告[2020] 88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10时在海南宏志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对海南省东方示范牧场工
商实业开发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利息及从权利，根据海南省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1民初380号民事判决书，债权本
金人民币2900万元；2、对海南省东方示范牧场工商实业有限公
司享有的债权本金、利息及其从权利，根据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2018）琼97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债权本金人民币500
万元。以上标的物整体拍卖，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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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上述债权转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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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8月27日。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0年8月27日17时（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之前来
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主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
电话：0898-32855875、18689970209
协拍单位：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杜鹃路15号银通花园西塔806房
电话：0898-68529016、18789265668
协拍单位：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

1-B802房
电话：0898-68551218、18689911100
监督电话：0898-68513689

2020年8月14日

关注全球抗疫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超75万
据新华社纽约8月13日电 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13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显示，全球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5万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3日8时27
分（北京时间13日20时27分），全球累计死亡
病例增至 750030 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20651113例。

数据显示，美国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死亡
病例数均全球最多，分别为 5197749 例和
166038例。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
西、墨西哥、印度、英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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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单日新增病例再超千
据新华社东京8月13日电（记者华义）据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13日20时30
分（北京时间19时30分），日本当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1175例，累计确诊52602例；新增死
亡病例7例，累计死亡1073例。

日本在连续3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低于千
例后，13日新增病例再次超过千例。8月以来，
日本仅4天单日新增病例低于千例。

东京都13日新增确诊病例206例，连续两
天超过200例，累计确诊16680例。除东京都
外，当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的地区还有
大阪府、福冈县、神奈川县和爱知县。

俄副总理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2日电（记者李奥）

据俄罗斯媒体12日报道，俄副总理兼总统驻远
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

俄罗斯媒体援引特鲁特涅夫助理切尔内绍
夫的话报道说，特鲁特涅夫初次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将接受自我隔离观察。特鲁特涅
夫短时间内将再次接受检测，如结果仍呈阳性，
他将通过远程方式参与工作。

据俄防疫指挥部12日消息，过去24小时
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 5102 例，累计确诊
902701例，其中累计死亡病例15260例。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国家认
知缺失、共识缺失、协调缺失，应对动
员能力低下，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导致
疫情持续加剧。在全球层面，防范疫
情全球流行的发现、监测、防控和救治
体系暴露短板。

病毒对人类的侵袭远未结束，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此时此刻，
国际社会更需大力捍卫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鼎力支持世卫组
织，广泛分享抗疫经验，保障医疗物
资供应，加速研发抗疫药品……

世界抗疫实践昭示：只有更坚定
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更加公正有效，持续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加从容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

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抗击疫灾

史。经事长智，困知勉行。在经历苦
难，获得启示的过程中，人类终将战
胜新冠疫情，克服重重挑战，迈向光
明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孙萍 包尔文）

回望百年，从二战到“9·11”恐袭，
再到全球金融危机，人类依靠合作共渡
难关。“团结起来”，对战胜危机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这却成了“稀缺品”，连国际组

织都在反复大声呼唤。
个别大国虽有强大科技资源和先

进医疗水平，但面对疫情大考的表现
却令人瞠目。究其原因，自私、狭隘在
作祟。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
有力武器。”“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
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中国领导
人的声音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响起。

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危机，战

胜疫情是国际社会共同任务。危急关
头，大国更须担负起对本国国民和国
际社会的责任，积极推动全球抗疫合
作，全力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真正经得
起历史的检视。

各国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经济
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在抗疫中可能
要考虑多种因素，采取不同危机应对
模式。但生命重于泰山，生命权、健
康权作为“关键人权”，不仅应成为各
国抗疫根本出发点，也应成为各国面

临挑战时的首要考量。
然而，在缺少充分科学支撑情况

下宣扬“群体免疫”，疫情高峰期重
启经济，置养老院中老人于不顾，将
承担不起治疗费用的穷人拒之门
外，不顾病毒传播风险开展竞选活

动……个别国家在疫情大考下，走上
了政治利益至上、资本利益优先的
歧途。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
国家众志成城，以家国情怀和奉献精
神投入疫情阻击战；白衣战士逆行出

征海外，以同舟共济和守望相助的情
怀帮助他国救治患者。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
代价。”中国抗疫价值观闪耀出人性
光辉。

理查德·霍顿是国际著名医学期刊
《柳叶刀》总编辑。在最新著作《新冠肺
炎灾难：出了什么问题，如何阻止其再
次发生》中，霍顿对这场疫情发出追问。

追问的何止霍顿一人。新冠疫情
已成为人类集体大考时刻，也成为人类

集体反思契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如
何实现普遍安全？

从战争、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到气
候变化、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人类的安全认识不断拓展深化。一百
多年来，从西班牙大流感到各种新型流

感，从艾滋病到埃博拉、非典、寨卡……
各种传染病多次暴发，不断警示人类要
防范生物安全风险。

然而，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已造成
全球70多万人罹难。经济生产、社会
生活、国际关系、世界格局都受到剧烈

冲击。警钟再次敲响！
人类安全问题在新冠疫情中骤然

突显，安全的联动性、跨国性也更加突
出。面对疫情，没有国家能够置身事
外。各国共迎挑战、共谋安全才是正
确选择。

2020年 8月 13日，世界
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统计显
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
2020万。这一巨大数字，折
射出疫情之猛、抗疫之艰。

当百年大变局遭遇世纪
大灾疫，各国安全观、价值观、
合作观、治理观经受洗礼。人
类的前途与命运，取决于当下
的选择与行动。

世界抗疫之战的启示
——写在2020年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2020万之际

生物安全攸关人
类生存发展，实现普遍
安全是时代的呼唤

无论采取哪种危机
应对模式，“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必须置顶

大国须在危机中
合作担当，团结应成为
抗击疫情叙事主线

唯有加强治理才能
应对风险挑战，必须持
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8月12日，行人佩戴口罩在巴西圣保罗出行。 新华社发 8月12日，工人在孟加拉国达卡的一家制衣厂内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