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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木兰水厂项目用地规划
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确定文昌
木兰水厂项目用地规划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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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26日至2020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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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
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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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至2020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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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G-09-8地块规划条件
修改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公 告
为解决原三亚麒麟大酒店破产案遗留的职工安置费和职工垫付

社保费的问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请以下职工（名单附后）于
2020年10月09日至2020年11月25日携相关证件到三亚市天涯
区解放路339号华庭八号7楼林婷处办理安置费和垫付社保费支
付、报销手续（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3:00-
6:00）。办理以上手续时职工需提交以下相关凭证：（一）提交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二）提交本人银行卡复印件。（三）提交2000年04月
13日前个人垫付缴纳的社保费缴费凭证（原件）。（四）原则上应由本
人亲自办理，本人因故不能亲自办理的，须由本人出具委托书，由委
托代理人持有效证件（或做视频认证）前来办理。（五）亡故者，由直系
亲属持有效证件或提供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公证文书及其所有直系亲
属签字确认的委托书。（六）提交本人或代理人联系电话。逾期不办
理视为自动放弃。因本案历时已久，许多当事人不便联系，知情者望
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三亚麒麟大酒店管理人 2020年9月25日

（联系人：林婷，联系电话：88221168）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339号华庭八号7楼）
尚未领取安置费的职工共121人:潘敏、杨艳华、李贸英、胡湘琼、

陈积桑、黄桂民、陈春香、林矢谦、王菊、钟业宽、林书芳、陈春珍、陈淑
芳、朱允爱、王强、赖少军、黄良娟、邓转汝、杨玉凤、陈位琼、张光福、张
海根、周智海、周宏文、黄永英、蔡青、黄德文、韩周光、潘家椿、林雪梅、
钟淑娇、吴梅江、周始霞、方爱銮、陈照阳、陈保太、李布壮、邢悦、陈文
芳、关进菊、符梅芳、曾惠丹、王坚、郭永光、潘垂检、韦少红、吴小宁、陈
小兰、陈帮易、陈垂王、李世波、张文忠、黄宏伟、符永康、罗英元、陈学
充、符日辉、陈泽武、黎经荣、郭照林、陈运诗、蔡家释、梁振武、黄俊洲、
杨明强、李正波、邢兴春、陈群、王坚群、贺广生、李向阳、郑心理、杨仁
平、吕伟民、陈家荫、肖平、郭红芳、文光福、吕坚明、王明江、曾祖正、陈
位云、刘远新、余启凤、蔡妮学、黄少芳、盛辉 、王德校、杨帅、黎启惠、
汪旭雷、韩惠卿、王志国、赖文华、何水昌、王祚川、卫佩珍、陈金列、王
俊生、曾素琴、史克金、王祚吉、罗世伦、罗明娟、胡少玲、蓝其莲、董秀
爱、陈荷姣、罗月英、张亚智、肖军、黄雄、王祖顺、周关霞、吴佳微、朱学
忠、蔡永山、杨玲、李娟、黄仕芳、蒲永英。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恢24号之一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7）琼01民初380号民事判
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
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东方示范牧场工商实业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原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18）琼01执64
号之一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东方示范牧场工商实业开发公司名下

位于东方市高坡岭房产17套【证号：房权证（东）字第01032号、01033号、
01034号、01035号、01036号、01037号、01038号、01039号01040号、
01041号、01042号、01043号、01044号、01045号、01046号、01047号、
01048号】。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对上
述查封财产予以处置。如对上述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联系人：陈法官，联系电话：089836686995。

2020年9月18日

我局刊登于2020年8月26日《海南日报》A15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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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挂牌活动因故延期。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办
理挂牌报名手续截止时间延至2020年 10月 15日 17时 00
分，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至2020年10月15日17时30分,挂

牌活动时间延至2020年10月19日16时00分，其他公告内
容不变。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6日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4日电（记
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国土安全部24日
提出针对留学生、交流访问者及外国记
者所持非移民签证的修改意见。

国土安全部在当天发布的一份通
报中称，建议取消国际学生所持F签
证、交流访问者所持J签证以及外国媒
体代表所持I签证此前所依据的“身份
期限框架”。

通报还说，提议以学业或访问项目
截止日期作为持F或J签证入境的非移
民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年。同

时，将F签证持有者在美学业完成后离境
期限从原来的60天缩减至30天。如果
上述两类签证持有者来自签证逾期率较
高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美逗留期限将
被限制为最长两年。

对持I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国土安
全部建议在其首次申请签证时，允许大
部分申请者获得完成其在美活动或该签
证所允许任务所需的逗留时间。持该签
证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
但可依据相关活动所需时长续签一次，
续签后的逗留时间也不可超过240天。

美国政府宣布留学生及
外国记者签证新规修改意见

这是9月25日在位于日本千叶县浦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拍摄的“美女与野
兽”新园区的城堡。

当日，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的“美女与野兽”主题新园区举行媒体预展活动。
该园区将于28日对游客开放。 新华社/路透

东京迪士尼“美女与野兽”新园区将迎客

美国一名男子浮潜时被鲨鱼咬
伤，他怀孕的妻子当机立断，潜入水中
救出丈夫。男子名为安德鲁·查尔斯·
埃迪，现年30岁，来自佐治亚州亚特
兰大市，20日和妻子玛戈特·杜克斯
—埃迪及其家人在佛罗里达州度假。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4日报
道，安德鲁20日上午和妻子及其家人乘
私人小船在松布雷罗礁附近水域游玩。
玛戈特的父亲、妹妹及其男友潜水后，安

德鲁也跳入水中。但是，他刚入水，就被
一头大鲨鱼咬伤。玛戈特“看到鲨鱼背
鳍和随后染红海水的血，毫不犹豫跳入
水中，把安德鲁拖到船上安全处”，其他
家人立即拨打紧急救助电话911。

事发时在附近船只上的人说，他们
当天早些时候在那片水域看到一头长
约2.7米的鲨鱼，从外表看似是公牛真
鲨。这种鲨鱼喜欢攻击人类。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孕妇潜水 鲨鱼口中救夫

瑞士卫生部门24日说，出于防控
新冠疫情需要，将隔离洛桑酒店管理学
院的2500名学生。

瑞士沃州政府说，一场或多场聚会
导致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内疫情暴发，由
于难以锁定小范围目标，只好封校，
2500名学生将受到影响；28日前在校
学生必须留在宿舍。

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共有3500名学
生。学院发言人说，他们目前已发现11

名学生确诊新冠病毒，均不需要住院。
瑞士邻国法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

22%的新冠集中感染事件发生在校园里。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

里斯说，将疫情怪罪于年轻人不公平，
但是他们似乎的确不太在乎是否感染
病毒，“他们获得的信息是‘你们被放出
来了，现在可以去玩了’。我们不希望
管束他们，只希望他们玩乐的同时注意
安全”。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瑞士一学校隔离2500名学生

枪杀美国摇滚歌手约翰·列侬的凶
手马克·戴维·查普曼第11次申请假释
被驳回。

美联社22日报道，现年65岁的查
普曼 8月对一个假释委员会忏悔罪
行。尽管如此，他的第11次假释请求
仍被驳回。查普曼1980年12月8日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幢公寓外枪杀列
侬，因此获无期徒刑，目前在纽约州布
法罗市一座监狱服刑。

回望40年前犯下的罪行，查普曼
说自己的行为“可鄙”。

事发当天，列侬曾为查普曼签名，
但当天晚上即在自己公寓楼前遭查普
曼枪杀。查普曼说：“他那天实际上对
我不错。”

假释委员会说，查普曼犯下“邪恶
的”罪行，认为他的陈述令人不安。查
普曼到2022年8月可再次申请假释。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列侬杀手第11次申请假释遭驳回

中国宣布了新的减排努力，“这有助
于激励全球更多国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
危机”，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非营
利机构“气候组织”首席执行官海伦·克
拉克森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领导人近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克拉克森说，中国提出的这些碳排
放相关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毫无

疑问中国作出的努力将在全球气候行
动进程上发挥重要作用”。

成立于2004年的“气候组织”致力于
通过与全球政府部门和工商业领袖合作，
推动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及
技术，催化清洁工业革命进程。作为“气
候组织”首席执行官，克拉克森在气候变
化事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她说，在明年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各国都应该给
出一个有所提升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克拉克森说，中国作出相关承诺，
欧盟方面也在考虑提升相关目标，“这

些都有助于全球在实现《巴黎协定》有
关目标上保持步调一致”。

克拉克森指出，中国正朝着低碳、
绿色发展道路快速前行，“中国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的投资以及利用可再生能
源发电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少
中国公司都认识到，他们不但有责任为
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这一领域也充
满机遇，有部分公司已参与了“气候组
织”在清洁能源、绿色交通以及提高能
效方面的全球项目。

她也期待，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

以及电动车发展会进一步加快，同时在
提高能源效率上的投入也会加大。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很大冲
击，而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上，绿色发
展再次被提上议程。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的消息，中国是
二十国集团（G20）中唯一在今年二季度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成员。克拉克森说，
期待中国在全球经济实现强健的“绿色
复苏”过程中也能够发挥引领作用。

（新华社伦敦 9月 24日电 记者
张家伟）

中国减排努力激励全球气候行动
——访“气候组织”首席执行官海伦·克拉克森

新冠疫情之下，特殊历史节点，联
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云
端”举行，吸引全世界目光。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
和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发表重要讲话，从长远的战略高度以
及宽广的历史纬度，回答了人类面对什
么样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后疫情
时代的世界向何处去贡献中国智慧、给
出中国答案。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世界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联合国？在后疫情时代，联合
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习近平主席提
出4点建议，强调后疫情时代联合国应
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
动。这些重要建议抓住了联合国所面
临的关键挑战，是在重要历史关头为联
合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叠加全球疫
情，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抬头，冲击国际秩序；个别国
家横行霸道，扰乱多边机制。“多重挑战

比比皆是，多边办法屈指可数。”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如是说。在新的十字
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
代之问亟需新解答。

习近平主席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
运，深刻总结疫情带来的启示，从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确对待经济全
球化、绿色低碳转型、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4个问题切入，深刻阐述了中国的理
念和主张，就“时代之问”进一步给出中
国答案，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

作答时代之问，中国倡导并坚持走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
交往新路。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派出人员目
前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位居首位；中
国秉持公道正义，不断探索实践具有中
国特色的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之道；
中国宣示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
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
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
争端，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
献。正如约旦记者协会媒体人士赛义
卜·拉瓦什德所说，中国在国际问题上
重合作沟通，而不是冲突冷战，在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树立了典范。
作答时代之问，中国倡导并积极践

行开放包容的发展思路。当下，经济全
球化遭遇逆风，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在此
背景下，中国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
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中国倡议
各国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
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
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从“一带一路”倡议开辟合作发展

“新路径”，到中欧班列架起抗击疫情“生
命线”，再到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锻
造全球互惠共享“云平台”，“计利当计天
下利”的中国智慧与诚意得到广泛认
同。巴勒斯坦总统国际关系顾问纳比
勒·沙阿斯认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分享发
展机遇，提出的各项倡议着眼全人类共
同利益，目标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作答时代之问，中国倡导并坚定不
移走多边主义道路。疫情大考之下，全
球治理体系暴露短板，亟待改革和完
善。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是积极的

行动派。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需要各
国共同商量着办，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
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
势的权力。中国倡议坚持走多边主义
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推动各
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
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
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
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
国致力于使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
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
合各方利益，推动了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
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
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给出
最新解答，展现了中国在重大历史关头
发挥重要和关键作用的大国担当，起到
了鼓舞人心、指明方向、引领行动的积极
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新华社北京 9月 25日电 记者
高文成）

后疫情时代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新华社联合国9月24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日
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以创新方式思
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以适应21世
纪的需要。

古特雷斯当天在安理会关于“后疫
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最高级别辩论会上
说，新冠疫情是一次全面危机，它在地
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暴发，叠加其他全
球性威胁，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蔓
延；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超过3000万人

确诊，近100万人死亡。造成这一局面
的原因是全球准备不足，缺乏合作和团
结互助。

古特雷斯认为，新冠疫情是对国际
合作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我们从根
本上失败了”。新冠疫情敲响了警钟，
如果国际社会仍然以不团结和混乱的
方式加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灾难
性挑战。

古特雷斯表示，在联合国成立75
周年之际，国际社会亟须以创新方式思

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以适应21世
纪的需要。他呼吁建立一个果断、协
调、灵活、随时可应对各种挑战的全球
治理体系；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网络化的
多边主义，其基础是全球性组织、区域
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国际联盟和
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得到加强。

他表示，全球治理的理念应当拓
宽，将企业、民间社会、地方政府、学
术界、青年人纳入其中，尤其应当重
视女性的作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

能取代联合国会员国为应对共同挑
战采取的集体行动。联合国有责任
改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但首要责任
在各国政府。

古特雷斯说，世界不再是两极或单
极，而是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曾
经在缺乏有效多边机制的情况下经历
了分裂和两极分化，其结果是两次世界
大战的发生。他期望新冠疫情暴露出
的问题能够鞭策各国立即行动起来，因
为“我们别无选择”。

古特雷斯呼吁

以创新方式思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

据新华社东京9月25日电（记者
郭丹）日本首相菅义伟25日在新冠肺
炎疫情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将从10
月1日起，允许全球所有国家及地区的
商务及留学人员等长期签证持有者有
条件入境。观光游客不在此次放宽的
入境对象范围之内。

菅义伟称，因为长期签证持有者的
整体人数在可控制范围内，因此可以做
到既防止疫情扩散又可以促进本国经济
活动的开展。同时，也希望此举能加速
明年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准备工作。

菅义伟在会议中表示，“为了促进
经济恢复，国际人员之间的往来是不可
缺的。不论是日本国籍还是外国国籍，
只要经过认真检查，我们都会全力推动
人员往来。”

据日媒报道，此次不仅全面放开入
境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商务人士的基础
上增加了自费留学生及以医疗、文化、
体育等活动为目的赴日外国人士。

作为入境条件，入境者除需提供健
康检查证明外，还需在入境日本后进行
为期2周的隔离。

日本宣布10月起
允许长期签证持有者有条件入境

9月25日，警察在法国巴黎的伤人事件发生地附近展开工作。
巴黎十一区25日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至少2人受伤。 新华社发

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至少2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