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消毒、后洗手、防
飞溅、查周边、高温洗、速
处理。

张流波提示，公众在接
触进口冷链食品时，应首先
对外包装表面进行消毒，
随后进行手部清洁与消
毒。处理外包装时，要避
免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同时做好周边环境的清洁
与消毒，接触食品的炊具
及时清洗，使用过的残渣
单独包装，及时处理。

“在采购新鲜食材时，
避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
眼、鼻。”李宁介绍，从流行
病学溯源分析来看，感染人
群是特定环境下反复接触
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的高
风险人群，比如搬运工等。

11月7日，经天津入境的德国进口
猪前肘外包装标本和印度进口冻带鱼外
包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11
日，天津市静海区1份大比目鱼外包装涂
抹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12日，天津
市津南区某冷冻批发市场发现1份混检
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今年
6月以来，全国多地局部疫情源头都指向
进口冷链食品，三文鱼、厄瓜多尔冷冻虾
等产品屡次被检出携带新冠病毒。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李宁认为，国外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期，
跨境运输过程中冷链食品及外包装极有
可能成为携带新冠病毒的载体。

近期，各部门和各地加大对进口冷
链食品及其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的检测
和抽检，随着检测频次、频率及覆盖范围
增加，发现阳性的概率随之增加。

“这也说明，我国在加强物防方面采
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李宁说。

民生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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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定安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撤销定安县国土信

息与测绘服务中心的通知》定编【2020】16号要求，并按照《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定安县国土信息
与测绘服务中心拟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本中心清算工作。请债权人自2020年11月25日起90
日内向本中心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申报债权，如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增加的相关费用由债权
人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人：许坤海 18708908815

王 峰 13876123500
定安县国土信息与测绘服务中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大致坡镇中心小学教学综合楼工程位于海口市大致坡
镇中心小学内，占地面积约541.4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68.49平
方米，项目总投资额1295.90万元。现需向社会邀请参与该项目
监理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含具
体金额、资质、业绩清单及合同封面等资料)的形式报至我司项目
部。截止11月30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陈宙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11月27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大致坡镇中心
小学教学综合楼工程监理单位的公告

三亚市同心家园八期1号楼1至4层
和2号楼1至2层临街商铺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1HN0183
受委托，按现状对三亚同心家园八期1号楼1至4层和2号楼1

至2层临街商铺分别公开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公告期：2020年11月27日至2020年12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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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gov.
cn/ggzy/）查询。联系方式：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3楼6
号窗口，电话：林女士 0898-88212428；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李女士 0898-
66558023；海南省公告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
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1月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标的名称

同心家园八期 1 号
楼1至4层临街商铺

同心家园八期 2 号
楼1至2层临街商铺

建筑面积（m2）
1层731.64
2层731.64
3层521.64
4层521.64
1层1311.98
2层1311.85

2506.56

2623.83

挂牌价（万元）

5407.9491

6705.9909

保证金（万元）

1600

200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348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张伯敏与被执行人叶朝明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在仲裁审理阶段，申请执行人张伯敏向海口市龙华区人
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作出（2019）琼0106执保787号裁定，
查封了被执行人叶朝明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68号利亨
花园3-4栋利贞阁11层1106房、26层2602房[不动产权证号：琼
（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56117号和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87381号]、位于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第3层[不动
产权证号：琼（2016）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0611号]、位于海口市
海口港北侧A0202地块保利秀英港项目2号地块二期14#楼11
层 1117 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证明第
0065026号]的房产。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做出（2020）琼01执
348号执行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叶朝明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路 68号利亨花园地下车库 9号车位[不动产权证号：琼
（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98003号]。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
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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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二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玖利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国运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权利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在执行过程中，拟对登记在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路街道拦海经济合
作社名下的属被执行人海南国运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
海口市海甸岛沿江六西路的8389. 16平方米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号:
海口市集用(2009)字第004731号]及其地上建筑物(1、2、3号楼)进
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
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进行
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钟小兰 联系方式: 0898- 3668952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恢89号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儋州市峨蔓神农深水网箱养殖项目海域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儋州市峨蔓神农深水网箱养殖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项目名称

儋州市峨蔓神农深水网
箱养殖项目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位于儋州市峨
蔓镇西部海域

用海面积
(公顷)

195

用海类型

渔业用海

用海方式

开放式养殖

用海期限(年)

15

挂牌起始
价 (万元）

82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47

挂牌现场会开始时间

2020年12月25日
10:30

二、交易方式：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一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及以上意向受让方，采取拍卖
竞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20年11月27日至2020年12月24日。报名时间：2020年11月27日08:30至2020年12月24日17:00（办公时间）。
四、挂牌报价时间：2020年11月27日08:30至2020年12月25日10:30。
五、挂牌出让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怡心花园D15号）。
六、联系方式：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电话：68538965 18976947136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第5号令《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以下账户的开户单位：琼海时达渔
业有限公司、海南鲤河海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中企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阿恩替（海南博鳌）肿瘤基因医院有限公司、北京华亚隆
泰建筑门窗有限公司、山西浩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中磊兴泰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光山进明管道工程安装有限公司、琼海明
道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万瑞振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琼海青旅休闲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琼海
阳江通达槟榔货运站、琼海阳江阳顺槟榔加工厂，在我行开立的结算
账户一年内未发生收付活动，于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我行办理销户
手续，逾期视同自动销户，我行将按照规定进行销户处理，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海市支行
二Ｏ二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公 告

经定安县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
开拍卖：定安县定城镇定富路北侧477.66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
证号：琼（2019）定安县不动产权第0000004号]。参考价：244.56192
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50万元人民币。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 12月15 日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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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14 日17:00止。4、报名地
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
2020年12月14 日16: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定安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3
9645 9000 3472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9021拍2号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9、
特别提醒：拍卖标的交易及过户按标的所在地海南省有关房地产限购政
策执行，竞买人须自行向拍卖标的所在地房地产登记管理部门查询确认
自己的购买资格，过户风险自行承担。如竞买人不符合现行有关房地产
限购政策规定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如竞买无效或无法办理
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等相关法律责任。港澳台及外国人士须符合相关
房地产政策规定。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委
托方监督电话：0898-63825649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三晋度假酒店（以下

简称“标的”）进行公开拍卖。标的整栋房屋建筑面积：11285m2，土
地使用权面积2400.71m2。该标的地处三亚市繁华街区，位于鹿回
头滨河公园旁，紧邻大东海旅游度假区，与三亚市河东小学相邻，交
通便利，人流量大，是三亚市的优质资源。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参考价：19000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
2、拍卖时间：2020年12月30日10:00。
3、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2

月29日17：00。
5、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6、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12月29日17:00前到账为准。
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201230拍卖会竞买保证金。

8、标的情况说明：
①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②标的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权面积中，有72.51m2房屋及相应分

摊的15.43m2土地为他人所有，另有约30m2房屋被原业主占用。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28965588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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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25日到海口市美兰区
国兴大道飞行公馆1717B房或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或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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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2月17日8
时30分至2020年12月28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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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10时0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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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要求：（1）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
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2）本次出让宗地属光伏发电
配套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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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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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
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
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3）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收回土地和地
上附着物已补偿安置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
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
异议。（4）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公用
设施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 / 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
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
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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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签订
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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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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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
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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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
（2020）-34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
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下一步如上级部门有新政策文件下发，届
时再根据新政策相关内容执行。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宗地设有底价，竞买
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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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必须缴纳出
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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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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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
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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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

道飞行公馆1717B房
联系人：林先生 洪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8084630580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7日

文土告字〔2020〕46 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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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0）-3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教镇辖
区范围内

面积（m2）

1198.58平方米
（折合1.798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供
电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5，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9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68.319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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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冷链食品能否吃得放心？
——五问冷链食品安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
《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
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
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

据此，海关总署对口岸环节进口冷链食
品预防性消毒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包括明确
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的工作要求、作业流
程、消毒技术规范及配套监管措施。一些口
岸规定冷链食品外包装消毒用500mg/L二
氧化氯消毒液或0.2%至0.4%过氧乙酸或
3%过氧化氢，喷洒或擦拭消毒外包装的六
个面，作用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新
介绍，自方案发布截至24日24时，口岸环节
预防性消毒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累计160多
万件，重量3万多吨，消毒范围包括被抽中进
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集装箱、空运托盘等。

相比常规消毒，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
低温消毒更加困难。张流波说，目前正在
加紧研究相关技术方法。

不少人担心，病毒会不会通过进口
冷链食品流入市场的链条造成传播？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市场稽查专
员陈谞说，监管部门将重点采取五个方
面的措施：一是及时开展市场风险排查；
二是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
任；三是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四是落实预
防消毒措施；五是推进追溯平台建设。

自10月30日起，天津冷链食品追溯
平台已全面上线运行。消费者可通过扫
描产品外包装或货柜上的电子溯源码，
了解到原产国/地区、上游企业（进口
商）、检验检疫证明等信息。

“总结过去11个月的经验，我们有信
心防止出现疫情卷土重来。”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面对
未来春节人员大流动，只要人群中没有
感染者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疫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栗雅婷）

“进口生鲜还能不能吃？”面对
进口冷链食品检测阳性频发，这个
问题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
这些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中国疾
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环境所消毒
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流波说，感染
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环节，并
没有发现因食用食品本身引发感染。

张流波介绍，对进口冷链食品
外包装表面进行安全有效的消毒，
可以实现将新冠肺炎病毒灭活，消
毒后再接触表面，感染风险是非常
低的。但是病毒核酸仍可能存在，
如果进行过消毒后，核酸检测仍呈
阳性，公众不必过度紧张。

李宁补充道，烹饪过程也要保
持清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
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食物的
安全温度。

近期，进口冷链食品核酸阳性检出率
明显增高。“涉及产品范围从海产品到畜
禽肉类产品，进口物资被病毒污染范围从
冷链食品扩展到集装箱。”国家卫健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说，疫情传播呈现出“从物
到人”和“从人到人”并存的特征。

进口冷链食品屡成“雷区”，进口冷链
食品还能不能吃？如何全面消毒？面对
与“冷链”相关的热点关注，多部门专家解
答公众疑问。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6000万例

新华社纽约11月25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25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5日12时27分（北京时间26日
1时27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6000万例，
达60037735例，累计死亡病例1413325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
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12642245例，累计死
亡病例260591例。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
有印度、巴西、法国和俄罗斯等，累计死亡病例较
多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墨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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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

11月以来，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创新
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
确诊病例10月19日超过4000万例，11月8日超过
5000万例，从4000万例升至5000万例耗时20天，
从5000万例升至6000万例耗时仅17天。

特朗普赦免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5日电（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宣布，赦免前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的全部罪名。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弗林“已获得完全赦

免”。特朗普同时祝弗林感恩节快乐。
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

夫和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随后分别发声，批评
特朗普滥用总统的赦免权力。

弗林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任命的首个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是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
伯特·米勒历时两年“通俄”调查的关键人物之
一。在调查过程中，弗林两度承认对联邦调查局
探员说谎，与米勒团队达成认罪协议。

2020年1月，弗林试图撤回认罪声明，声称
检方诱骗他认罪；5月，美国司法部撤销对弗林的
指控；8月，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裁定，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有权拒绝批
准司法部的撤控动议。

特朗普曾多次声称弗林“无辜”，指责“通俄”调
查是“政治迫害”，调查弗林旨在“试图推翻总统”。

进口冷链食品
为何屡成“雷区”？

进口冷链食品
还能不能吃？

进口冷链食品
怎么全面消毒？

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后
公众应该怎么办？

流入市场的进口冷链
食品如何监管？

上
海
虹
桥
品
汇
健
康
食
品
馆
工
作
人

员
给
冷
冻
食
品
外
包
装
消
毒
。
新
华
社
发

问问 二问二问 三问三问 四问四问 五问五问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