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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万宁市怡香小区商铺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12HN018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万宁市怡香小区8间商
铺，具体见下表：

公告期为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1月20日。标的现状、
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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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 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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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7日

项目名称

01号铺面

02号铺面

03号铺面

04号铺面

05号铺面

06号铺面

07号铺面

08号铺面

所在层数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建筑面积（m2）
136.48
167.44
136.52
137.57
79.65
98.81
87.29
108.24
87.29
108.24
87.29
108.24
72.26
90.40
97.25
100.31

设计用途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商铺

挂牌底价（元）

3188729

2792977

1853842

2091389

2111724

2111724

1756728

2154194

保证金(万元)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房屋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0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昆北路金融花园C座第4层
402房公开挂牌招租，房屋建筑面积为127.93㎡，三房一厅一
卫一厨，普通装修，原用于办公，楼梯房。租赁期限为5年,挂
牌底价：1700元/月租金。

公告期：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1月20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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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7日

万福大厦房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04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转让海口市白龙南路万福大厦
1201、1202两套房产，1201房挂牌价2035254元，1202房挂
牌价1726061元，已办理房产证。公告期为：2021年1月7日
至2021年1月20日。竞买保证金及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条
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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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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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7日

解除《那京丛溪中药种植养殖康养
示范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声明

南北（广州）中医药研究院与儋州市南丰镇人民政府于
2019年3月14日签订《那京丛溪中药种植养殖康养示范区项
目投资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儋州市南丰镇人民政府按协
议履行义务，但南北（广州）中医药研究院未履行协议任何义
务。现儋州市南丰镇人民政府决定于2020年12月30日解
除南北（广州）中医药研究院与儋州市南丰镇人民政府于
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那京丛溪中药种植养殖康养示范区
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儋州市南丰镇人民政府
2021年1月5日

我局组织编制的大致坡镇美良村、大榕村、永群村、大东村、昌福村，
三江镇茄南村、道学村、茄苪村，演丰镇演中村、昌城村、边海村、北港村、
苏民村等村庄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海南省村庄规划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村庄规划审批程序的相关要求，现将《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美良村村
庄规划（2019-2030年）》、《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榕村村庄规划
（2019-2030年）》、《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永群村村庄规划（修编）
（2019-2030）》、《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东村村庄规划修编》、《海口市
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行政村村庄规划（2020-2035）》；《海口市美兰区三
江镇茄南村村庄规划（修编）》、《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道学村村庄规划（修
编）》、《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茄苪村村庄规划（2019-2035）》；《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演中村村庄规划（修编）》、《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昌城村村庄
现状管控规划》、《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边海村村庄规划（修编）》、《海口市

美兰区演丰镇北港村村庄规划修编》、《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管控
规划》予以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规划编制
更加科学合理。公示结束后将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最终
报批成果，按法定程序上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审批。1、公示时间：30
天（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1月19日）；2、公示方式：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政府网站（http://mlqzf.haikou.gov.cn/）、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
镇人民政府公告栏、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人民政府公告栏、海口市美兰区
演丰镇人民政府公告栏、各村委会公告栏；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mlqzjjghs@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群上
路62号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政编码：57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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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36575，联系人：黄云、施苗苗。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2月17日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美良村、大榕村、永群村、大东村、昌福村、
茄南村、道学村、茄苪村、演中村、昌城村、边海村、北港村、苏民村村庄规划公示

项目名称：昌江县叉河镇排岸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项目
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招标
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
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级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的能力。报名及文件获
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1年01月06日至2021年01
月13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08:30时至
12:00时，下午14:30时至17:30时(北京时间，下同)，全国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
报名和下载招标文件。招标代理机构：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
有限公司；联系人：谭工；电话：0898-66755224。

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昌江县叉河镇排岸村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招标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电竞广场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文昌电竞广场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城镇航天
大道南侧地段，规划用地面积共为28341.35平方米（A地块
18169.85平方米，B地块10171.50平方米，折合共42.51亩），
建设单位为海南天宇发展有限公司。项目修规方案已经专家
会项目审议通过。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总建筑面积89152.9
平方米，A地块总建筑面积为56643.40平方米，其中计容建
筑面积36339.70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20303.70平方米；
B地块总建筑面积为32509.50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20343.00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12166.50平方米。容积率
2.0，建筑密度25%，绿地率40%，建筑高度40米，停车位1134
辆。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
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关内容进行批
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 1月7 日至2 月5 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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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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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7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中城

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商联
和国建实业有限公司、中城投集团六局（深圳)投资有限公司、海南林源
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中城建地产交易有限公司、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纪殿友、鄂春艳、林志洪、林秀才、李苹、钟惟杰、王晓燕、林浩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案件审理阶段，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2018）琼01执保48号裁
定，查封了备案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南中城建地产交易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20号鹏晖·新天地裙房、写字楼、A栋
住宅4层建筑面积共计7829.16平方米的商铺[海口市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号：[2014]海房预字（0033）号]。申请执行人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财产保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琼民初36号民事裁定书，
查封了被执行人林秀才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
晓峰阁第13层1528房（不动产权证号：HK102491）和位于海口市龙华
区龙桥镇观澜湖大道1号ZD-01地块赛事公寓9-09-5栋1层115房
(不动产权证号：HK391553)；查封了被执行人李苹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
市渡海路88号海口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地1号楼B座24层2801号房
(不动产权证号：HK367249)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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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一月五日

（2020）琼01执440号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文

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44-1、G-44-4、G-45-1地块
的规划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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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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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7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G-44-1、G-44-4、G-45-1地块规划条件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2021年1月6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三自然资告字〔2021〕2号）在《海南日报》、《三亚
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上发布了凤凰海岸单元控规YGHA6-2-04/05/06/07/08地
块14258.67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该宗
地原定于2021年2月5日16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办挂牌出让
活动。

现因园区招商引资情况以及产业发展需求，该宗地涉及
产业指标优化调整。经报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现终止上述
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出让时间另行安排。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

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6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全国宣
传部长会议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开局“十
四五”、开启新征程，突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扎实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和强大精神力量。
王沪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

传思想战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指示和部
署要求，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把工作融
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守正创新、主动
作为、勇开新局，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发
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

王沪宁指出，做好今年宣传思想
工作，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增强干部群众拥戴核心、维护核
心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要举全
战线之力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宣传教育，生动鲜活讲
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为党的百年大庆
记载伟业、展示辉煌。要谋划好“十
四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推进国家
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全面加强宣传
思想战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
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署，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坚定全党全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主心骨，唱响中国共
产党好的主旋律，把握开启新征程、
开创新局面的主基调，聚焦建成文化
强国的主目标，打好外宣改革创新的

主动仗，掌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
导权，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
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汇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
量。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加强宣传思想队伍建设，增强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建设担当使命责任、勇于创新创造
的时代新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归并统一为“12345”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一个号
码服务企业和群众为目标，推动地方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归并优化，进一步畅通政府与企业和
群众互动渠道，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建设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除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今年
年底前，各地区设立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
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
号码服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一为“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12345热线），提
供“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同时，优化流
程和资源配置，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
紧密衔接，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
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打造政务服
务“总客服”。

《意见》强调，要坚持属地管理和部门指导相
统筹、诉求受理和业务办理相衔接、便民高效和
专业支撑相结合、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相促进。
《意见》确定了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加快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明
确热线归并方式。企业和群众拨打频率较低的
热线，取消号码，统一归并到12345热线。话务
量大、社会知晓度高的热线，保留号码，与12345
热线双号并行。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在
各地区设立的热线，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到12345
热线，建立电话转接机制。充分发挥各地区在热
线归并和管理服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要求各地
区分级分类推进热线归并，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
指导支持，确保热线归并平稳过渡，热线服务水
平不降低，业务有序办理。

二是优化12345热线运行机制。建立健全
热线工作管理体系，明确12345热线管理机构
和受理范围。优化工作流程，建立诉求分级分
类办理机制。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规则，强化
信息安全保障，推进各级12345热线平台向同
级有关部门实时推送所需的全量数据。建立热
线工作督办问责机制，加强综合评价，压实诉求
办理单位责任。

三是加强12345热线能力建设。做好热线
接通能力保障建设，拓展受理渠道，加强热线知
识库建设应用和队伍建设。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对照地方12345热线归并清单细化工作步
骤，确保按期完成热线归并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疫
情防控工作总要求，为战胜疫情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正值隆冬时节，新冠肺炎疫情流
行加速，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当前的
疫情，为何出现超级传播？疫苗接种
进展如何？新华社记者在北京、河北、
辽宁等地，围绕社会关注的疫情防控
焦点问题进行了采访。

河北
疫情为何形势严峻？

【百姓关注】1月2日新增1例本
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5日全省新
增20例本地确诊病例和43例本地无
症状感染者，石家庄市藁城区全域调
整为高风险区域，实行最严格管控措
施——短短4天时间，河北省疫情呈
现快速扩散蔓延态势。河北本轮疫
情，为何形势严峻？

【权威声音】石家庄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任芦飞分析认为，河北疫
情具有发病多、呈现家庭聚集性等特
点，由此短时间出现了大量病例。一
些专家表示，河北疫情仍处于发展阶
段，要做好防大疫、打大仗的思想和
行动准备。

相关确诊病例行动轨迹信息显
示，河北多名确诊病例曾参加婚宴、葬
礼、展销会、会议、考试、村活动等人员

聚集性活动，多名确诊病例曾多次前
往河北省儿童医院，有确诊病例多次
乘坐高铁，这给密接人员调查检测带
来困难。同时，疫情源头、感染链条等
仍处于调查追踪中。

全面排查追踪，全面加强重点区
域管控，全员开展核酸检测，全力组织
救治患者……面对严峻复杂防控形
势，河北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开展流调
溯源，排查感染链条，阻断传播途径，
力争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石家庄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王建
峰表示，石家庄已组建 104 支流调
队，完成了石家庄市新华区、藁城区、
正定县、新乐市18521人排查工作。
所有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均送
至定点医院救治，目前所有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

【记者观察】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
染者数量连日增加，说明病毒可能已
隐秘传播一段时间。与疫情快速发
展、社会高度关注相比，地方政府新闻
发布会显得姗姗来迟，并且，迟到的新
闻发布会面对焦点问题的回应也不

“解渴”。疫情信息发布宜快不宜慢，
宜说不宜藏，这样才能凝聚起众志成
城战胜疫情的强大正能量。

辽宁
为何出现超级传播？

【百姓关注】2020年12月以来，

辽宁省大连、沈阳相继发生疫情，均出
现“一传多”的现象。当前是否出现了
超级传播？

【权威声音】大连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赵连对此予以证实。他说，
大连这轮疫情具有疫情发现早、传
播速度快、涉及场景多、传播力强等
特点，出现了超级传播现象。例如，
金某通过一次家庭聚会造成 11 人
全部感染，之后又传播到所居住的
楼道单元住户及其他社会接触人
员，造成33人感染。

沈阳市尚未认定首个确诊病例尹
某某为超级传播者。有专家认为，尹
某某符合“超级传播者”的标准。自
2020年 12月 23日报告首个确诊患
者尹某某以来，截至1月6日12时，累
计报告29名确诊病例中超过20人与
其有明确关联，其中既包括尹某某家
庭成员，又涉及多家医疗机构，形成了
多链条传播情况。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王萍说，据国务院指导组专家研判，沈
阳这次疫情情况复杂，呈现潜伏期长
且发病快、病程长等特点。

随着超级传播现象的出现，辽
宁正不断强化防控措施，全力切断
传播链条。沈阳市在2020年 12月
31日决定开展市内9区全员核酸检
测；第一轮完成后，迅速启动第二
轮，周边县区也启动了检测。一名
确诊患者就是在全员核酸检测中筛

查出来的。
此外，沈阳、大连均针对重点区域

划定重点管控区，全力遏制疫情扩
散。赵连说，从目前阳性感染者分布
区域看，阳性感染者主要分布在核心
管控圈，集中在封闭管控圈内，证明大
连核酸检测的区域划分是较为精确
的，取得了效果。

【记者观察】必须高度重视超级传
播现象。当前大范围寒潮正在袭来，
北方环境特别是东北就像“大冰箱”

“大冷链”，疫情防控进入了严峻复杂
的阶段，需要全力以赴斩断传播链，织
密防护网。与此同时，面对疫情的新
变化，许多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
作人员表示，有近一年的成功防控经
验，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相信一定
能够战胜疫情。

北京
疫苗接种进展如何？

【百姓关注】新年伊始，在位于朝
阳规划艺术馆的新冠病毒疫苗临时
接种点，接种完疫苗的佟先生说：“我
平时主要负责进口冷链食品的运输
工作，与冷链食品接触较多，这次能
免费接种疫苗，为以后工作增添一份
安全保障，心里踏实很多。”前来接种
的韩女士表示，打完疫苗后有了一层
保护，但担心接种疫苗后抗体能持续
多久。

【权威声音】有关部门表示，由于
新冠病毒是新发现的病毒，目前证据
提示，按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要求，疫
苗保护期达到半年以上，基本上没有
问题。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提示，到目
前为止，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
能达到100%，少数人接种后仍可能
不产生保护力或者发病。目前，人
群免疫屏障尚未建立。因此，接种
疫苗后仍需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
开窗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个人防
护措施；必要时仍应配合相关部门
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高小俊说，北京市预计将于2021年春
节前对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
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及口岸装卸、搬
运、运输等相关人员等9类重点人群
完成新冠疫苗紧急接种。1月1日至
2 日，北京全市共接种新冠疫苗
73537剂，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记者观察】临床试验数据初步表
明，新冠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接种疫苗本着自愿原则，随着
疫苗附条件获批上市以及疫苗产量的
逐步提高，希望公众在知情同意、排除
禁忌症的前提下，积极参加接种，对符
合条件的群众实现“应接尽接”，从而
建立起全人群的免疫屏障。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牛
纪伟 徐扬 王君璐 齐雷杰）

为何出现超级传播？疫苗接种咋样？
——京冀辽三地疫情防控焦点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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