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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 告
湖北象帝矿业有限公司：

你司于2020年1月10日竞得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抱浅
村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按照《采矿权挂牌出让手册》和《成交
确认书》的约定，你司应在成交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采
矿权出让合同》，所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收益，不
足部分在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付清。

我局已向你司发去《关于履行采矿权竞得人义务的催告函》
（乐自然资函[2020]387号），你司如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即违
反《竞买承诺书》和《矿业权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我局将取消
你司的竞得人资格，已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DQB-A04-12地块进
行规划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20年8月25日至9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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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美
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
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5686626，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8月25日

关于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A04-12地块规划调整的公示启事

为扎实推进海口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落实好职业技能鉴定（等级
认定）补贴发放工作，现将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通知
公告如下：

一、办理依据
1、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规
〔2019〕7号）

2、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印发《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业务办
理操作规程》的通知(琼人发〔2019〕119号）

3、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2019〕152号）

二、补贴对象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等符合条件人员。
三、补贴标准
按照不高于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据实补贴。每人每年分

别享受不超过3次，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
附：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

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
执行：琼价费管〔2017〕488号 单元：元/人.次

四、受理单位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五、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可受理
六、办理方式
根据申请主体类别分两类：个人申请与机构申请。
1、个人申请
补贴对象自费参加鉴定或考核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个人自费）；
（2）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4a68fdb854c441f6977d823445455be5.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

障卡账户。
2、机构申请
培训机构或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垫资组织补贴对象参加鉴定或考核

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机构垫资）；
（2）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合格人员花名册；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4）成绩花名册复印件;
（5）机构申请电子版材料：公示表（电子版）和海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专项考核花名册。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ec6481e5c51b42d199a3c3c49610f5e6.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机构账户。
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66764406
办理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4号劳动大厦六楼大厅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宣

项目级别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专项职业能力

职业技能鉴定
理论知识考试费
A类
35
35
35
35
35

120

B类
35
35
35
35
35

C类
35
35
35
35
35

操作技能考试费
A类
300
360
430
480
480

B类
230
280
350
400
400

C类
200
230
270
320
320

综合评审费

200
300

海口市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8月28日上午11:00在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58户债权资产包（截
至2019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29,412.43万元，本息合
计人民币129,264.30万元），参考价格：人民币14507万元整，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整。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
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
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

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
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
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
8月27日止。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0年8月27日16:30前（以
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0年8月27日
17:00前。主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3102地块D19栋三层。电话：
0898-32271868、18789397777。联拍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
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电话：
0898- 68515223、18508910618。 委 托 方 监 督 电 话 ：0898-
68623077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
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
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狮子岭公交场站调度综合楼2-5层
分别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8HN0127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狮子岭公交场站调度综合楼

2-5层分别招租，第2层挂牌价格为16330元/首年月租金, 第3
层、第4层及第5层挂牌价格均为18888元/首年月租金，租赁期限
为5年。公告期：2020年8月25日-2020年9月7日。标的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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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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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海南省教育厅直

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校。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本、

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

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本部咨询电话：66211011、66115373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含定安）63299166，琼海学

院（含万宁）62819613，三亚学院88214928，东方学院（含昌江、乐

东）25583266，儋州学院（含临高、洋浦、澄迈）23860296、

23885117，五指山学院（含陵水、保亭）86623720，精英职业学校

31329729，屯昌学习中心（含白沙、琼中）66211011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广播电视大

学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处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5日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拥有的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

公司不良资产债权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转让，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8月30日，我行拥有的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位置：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道56号，美俗路以北）不良资

产债权金额为本金人民币11,999万元及相应利息之合计。目

前贷款五级分类状态为可疑。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竞买人须为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具

有不良资产处置资质的资产管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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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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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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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不

得参加竞买。要求竞买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

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公告期限：2020年8月23日起至2020年8月27日（5

天），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保证金

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公开

竞价时间暂定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9:00。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

权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

间。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陈先生：15103652896，赵先生：

13379958632；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898-

66505993。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31号海南

银行总部大楼。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2日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公开转让竞价公告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公开征集公告
为积极响应“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促进

海南自贸港艺术文化交流和交易，用文化艺术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本
公司将于2020年12月举行艺术品拍卖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拍品：一、
征集范围：现当代书画、玉石器、珠宝翡翠、名贵木制藏品、工艺品杂项及
各种限量版精品物件（包括但不仅限于：名酒、茶叶、名表、首饰、箱包、球
鞋、邮票、纪念币等）。二、拍品要求：1、所送拍品必须是原创、保真且品相
完好。2、艺术家或收藏家简历一份及本人电子近照一张。3、每件拍品
需提供拍品简介、确定拍卖保留价；书画作品需装裱完整，并注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创作年代、尺寸、钤印、款识。委托人请将拍品高清图片及
上述材料发送至征集邮箱，同时邮件里务必写清楚联系人姓名、地址、联
系电话。三、征集时间：2020年8月25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止。
四、征集热线：0898- 31302088 邓女士 13637647779；蔡先生
17789896368 刘先生13907585413。五、征集邮箱：tlwpm@126.
com。六、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2020年8月25日

全国青年文明号 中国AAA级资质拍卖企业
ISO9001-2015论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 海口市永庄水库-秀
英沟连通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验收服务单位；2.海口湾生态整
治与修复项目污染疏浚物海洋倾倒可行性论证报告编制服务单位；3.
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扫海测量服务单位；4.海口湾生态整治与
修复项目海洋环境监理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
司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
止2020年8月27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
化中心2单元7楼；联系人：陈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验收、污染疏浚物海洋倾倒可行性论证报告、
扫海测量、海洋环境监理等服务的公告

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日内瓦8月23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23日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2300万例，达23057288
例；死亡病例超过 80 万例，达
800906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3日 12时 48
分（北京时间18时48分），全球确
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44223例，
达到23057288例；死亡病例增加
5772例，达到800906例。

目前，美国和巴西是全球累计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排名前两
位 的 国 家 。 美 国 累 计 确 诊
5567217例，累计死亡174246例；
巴西累计确诊3532330例，累计死
亡113358例。

违反防疫规定营业

秘鲁一夜店踩踏致死13人
秘鲁警方23日晚对一家违反防疫规定经

营的夜店采取取缔行动，聚会者奔逃过程中发
生踩踏，13人死亡。

秘鲁政府3月下令夜店和酒吧暂时停业以
遏制新冠病毒传播。首都利马警方23日接到
报警，得知一家夜店内正在开聚会，因而出动警
力前往取缔。夜店内当时有大约120人，他们
为躲避警察抓捕争相奔逃，在唯一的进出通道
发生踩踏，至少13人死亡。警方拘留23人。

秘鲁新冠疫情严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近日数据显示，秘鲁累计病例超过57万
例，死亡超过2.7万人。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8月23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3
日发布一项紧急使用授权，允许美国
医疗机构使用康复的新冠病毒感染
者的血浆来治疗新冠住院患者。

美药管局将批准紧急使用这种
疗法称作抗击新冠的又一重要进展，
但不少医学专家认为该疗法现有临
床试验数据较为薄弱，不足以支持其
广泛应用。

康复血浆疗法是什么原理？能
否有效治疗新冠？

有研究人员认为，被某种病毒感
染过的人康复后，其血液中存在相应
的抗体等物质。如果从康复者体内提
取血浆，有可能帮助治疗相应疾病。

国际期刊《临床研究杂志》今年3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在20世纪
初，康复血浆疗法曾被用于治疗多种

疾病，包括麻疹、腮腺炎和流感。研
究人员回顾了1918年H1N1流感大
流行期间涉及1703名患者的多项研
究数据，结果发现接受这种疗法的人
死亡率较低。2013年西非暴发埃博
拉疫情时也曾使用过这种疗法，两名
转移到美国的患者在接受这种疗法
后存活下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
斯·阿扎近日表示，几个月前，美药管
局与美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及
私营合作伙伴启动了在全美提供康复
血浆的项目，同时通过临床试验来评
估其效果。目前，已有超过7万美国
新冠患者接受了康复血浆治疗。

美国梅奥诊所是这一项目的主
要牵头机构。该项目网站称，有证据
显示，对于其他一些由病毒引起的疾
病，使用康复患者血浆治疗感染者能

够使他们病情更快得到改善。新冠
患者如接受康复患者血浆，病情可能
也会更快改善。

据项目网站介绍，初步研究结果
显示，对重症新冠患者单次输入200
毫升康复血浆后，部分患者病情改善。

梅奥诊所今年6月发布的研究数
据显示，在对2万名不同族裔的新冠
患者使用康复血浆疗法后发现这种疗
法安全。梅奥诊所8月公布的一项有
约3.5万名新冠患者参与的研究显示，
重症新冠患者在确诊后及时接受康复
血浆疗法能降低死亡率。但是，由于
该研究缺乏对照组，一些专家认为现
有数据不足以支撑有效性结论。

美药管局表示，血浆疗法的已知
和潜在益处大于已知和潜在的风险，
目前还没有其他适当的、已批准可用
的替代疗法。

但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药管
局发布康复血浆疗法的紧急使用授
权前，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弗朗西斯·柯林斯、美国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
内的卫生官员要求药管局暂缓批准，
他们认为迄今的研究数据还过于薄
弱，不足以批准该疗法紧急使用，并
强调需要随机对照试验的可靠数据
来支撑结论。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也刊
登文章说，有关康复血浆疗法的临床
试验数据还不足，需要更多证据才能
说明用这种方法治疗新冠患者的有
效性。英国流行病学家马丁·朗德雷
就此评论说，康复血浆疗法背后有科
学支撑，“有理由认为它可能会成为
一种有效的疗法”，但是“还没有足够
的数据”来证明其效果。

美批准紧急使用康复者血浆治疗新冠住院患者
不少医学专家认为该疗法现有临床试验数据较为薄弱，不足以支持其广泛应用

8月24日，一名戴口罩的韩国女子头顶托盘运送餐食。 新华社/路透8月24日，警察在德国埃森火车站巡逻，以确保人们佩戴好口罩。 新华社/美联

就疫期参加晚宴

欧盟贸易委员再次道歉
欧洲联盟贸易委员菲尔·霍根23日就数天

前在他的祖国爱尔兰参加一场涉嫌违反防疫规
定的大型晚宴再次道歉。爱尔兰领导人前一天
呼吁霍根考虑辞职。

由于新冠病例增加较快，爱尔兰政府18日
更新防疫规定，将婚礼等特定活动以外的室内
集会人数上限从50人下调至6人。然而，爱尔
兰议会的高尔夫球会19日在海边小镇克利夫
登一家酒店举办晚宴，80多人参加，包括霍根
和爱尔兰政府官员、议会议员。

舆论压力之下，参加晚宴的爱尔兰农业部
长达拉·卡利里和议会参议院副议长杰里·巴蒂
梅尔21日辞职。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接受
卡利里辞职并说，“那场活动本不应那样举
办”。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拟重罚组织狂欢者
罚金可达1万英镑

英国定于28日开始实施若干新的防疫措
施，其中包括对非法组织狂欢派对者处以最高
1万英镑（约合9万元人民币）罚款。

《星期日泰晤士报》23日报道，非法组织狂
欢派对、音乐活动和其他30人以上集会者，最
高可处以1万英镑罚款。参加者将处以100英
镑（900元人民币）罚款，重复参加者罚款加倍，
最多3200英镑（2.9万元人民币）。

《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卫生专家担心，忽视
防疫措施，喜欢参加大型派对和集会的年轻人
成为感染和传播病毒的主要人群。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这张8月23日拍摄的直播视
频画面显示，美药管局局长斯蒂
芬·哈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讲
话，允许美国医疗机构使用康复的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血浆来治疗新
冠住院患者。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

全球确诊病例超2300万 死亡病例破8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