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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尊敬的新桥公寓的A座购房人：

但凡未在合约期限内支付全部购房款项，且未支付逾期付
款违约金的，鸿信公司将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十五日内腾退房屋，将房屋交还至鸿信公司。届时，您需
要赔偿鸿信公司实际损失，按当时市场租金价格为标准，自您
入住之日起计算至您向鸿信公司返还房屋之日止。所有已付
购房款视为按约定自动冲抵房屋租金，直至所有购房款抵扣完
毕。不足部分，仍应按照当时市场租金价格为标准，支付租金
至您实际腾房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吴欢
联系方式：18189789716

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本院根据申请人海南天来泉养生俱乐部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8月13日裁定受理海南天来泉养生俱乐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0年11月6日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为海南天
来泉养生俱乐部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天来泉养生俱乐部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3月10日前，向海南天来泉养生俱乐部有
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路海悦东
方商业楼二层;联系人:林志强;联系电话: 0898-66212010，
13519898433，传真: 0898-66210929)。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天来泉养生俱乐
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天来泉养生俱乐

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8日08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20)琼01破10号之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贰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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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经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
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
等款项均已支付到位。目前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具
备通水、通电、通路条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两宗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凡属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注册，无不良经营记录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
请参加竞买。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应严格按照片区规划的相关要求建设；且为保证片区项目开发的完
整性，须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丁誓片区》地
块其它部分统一规划。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
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
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
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
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
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
个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
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为加强非法占地、
违法建设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
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要加强对该涉案宗地供应时竞买人的资格审查，严
格限制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参与该宗地的竞买。三、本次国有
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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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1月29日至2021年2月26日到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
1B802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
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1月29日至2021年2
月26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或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
1B802室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2月26日17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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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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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BT-2016-5号地
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2月18日8时30分至2021年3月1日15时；

编号为BT-2016-6号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2月18日8时30分
至2021年3月1日16时。七、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地块产业类别为
文化体育产业，竞买人须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并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建成，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非保亭注
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五日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注册成立新公司。（三）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须按国有土地出让合
同中约定的开工建设和竣工时间执行，并从项目地块出让之日起18
个月内要达到达产。（四）该地块年度税收要求为15万元/亩，年度产
值要求为350万元/亩,投资强度要求为350万元/亩。八、其他需要
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出让地块属娱乐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
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地块涉及平整场地、清杂地上物资、地上地下电
线路、光缆的迁移等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二）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
认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参考范本请参阅原海
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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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
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
税费（相关税费由双方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
支付。（五）本次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并于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日内，分别与项目产业主管部门县旅文
局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准入协议是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不按期签订准入协议或出让合
同的，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成交权力，竞得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六）竞得人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
付清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七）本次竞
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八）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九、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83666228
65303602 68551218。联系人：邢先生 杨先生 林小姐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9日

序号

1

2

宗地编号

BT-2016-5号

BT-2016-6号

宗地坐落

保亭县什玲镇陵保
公路北侧大田村

宗地面积
1753.82m2

(2.63亩)
146.66m2

(0.22亩)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0.6、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40%、
建筑高度≤12米

出让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娱乐用地

娱乐用地 (规划
上为娱乐用地)

挂牌起始价

958.32元/平方米

保证金(万元)

160

14.05

根据2021年1月28日股东决议，海南朗德医药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200万元）以存续的形式分立，海南朗德医药有限公司为存续公
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新设立海南会新堂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100万元。分立后两家公司的股东及投资比例保持不变。分立
前公司的利润、债权、资产归存续公司所有，债务由存续公司承担清
偿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45天内，
本公司债权人可以向本公司主张清偿债务或在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并以书面的形式函告。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分立后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陈峰；电话：0898-68583767；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
路紫荆花园2区4幢3A房

特此公告
海南朗德医药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分立公告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大众公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博鳌海
滨旅游区，项目原名称为博鳌·海天盛宴。根据海南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市政府的整改要求，公司现向我局申请修改原批
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将项目1#.2#.3#住宅楼改造为服务型公寓，新增
屋顶设备房和污水处理站管理房共计171.45m2，建筑密度由13.44%
修改为14.2%,停车位减少79个，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不变。为了
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月29日至2月7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8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博鳌红石滩海景公寓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2 月 6 日 11 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上公开拍卖罚没机动车4辆、二手手机47
部。本次拍卖标的均为净价拍卖，买受人须承担标的过户时所发生
的全部费用和税费（包括违章罚款）。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 2月
5日17时前缴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车辆20000元/辆、打包手机
2000元/批）,在中拍平台按要求进行注册并认真阅读《竞买须知》后
报名参拍。

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
行金贸支行 ；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

咨询报名通道：0898-31982239 18876032559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
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打
开中拍平台页面，地区选择“海南”并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3月2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按现状公开净价拍卖以下标的：
位于文昌市龙楼镇文铜商业街40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该地上九层地下一层，共计3811.92平方米建筑物一栋。参考
价：1200万元，保证金：300万元。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3月1日
16时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3月1日16时前到账为准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6258312001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某某标的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

某某缴纳）
标的详细情况请关注“海南东方国拍”微信公众号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系电话：13976111340 欧阳先生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0302期）

公告
位于海口市城西路41号海南省农业学校临街铺面租赁合同

已全部到期，我校根据上级要求及学校办学需要，决定从2021年1

月起不再出租并收回上述铺面用作办学场所。我校已经多次向各

承租人发出通知，要求各承租人到学校办理退租手续，但仍有承租

人未按要求办理退租手续。我校特此公告，请未办理退租手续的

承租人于2021年2月28日前到学校综合楼一楼总务科办理退租

手续并退还所承租的铺面。否则，我校将对上述铺面采取停水停

电措施，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66988402。

海南省农业学校 2021年1月28日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 中国驻
美国大使崔天凯27日表示，中美关系正
处于新的历史关口，两国要增进互信、保
持对话、推进合作、深化交流，一起为双
边关系和人类社会开辟光明的未来。

崔天凯当天出席由中国人民争取和
平与裁军协会和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
的“中美接触42年：过去的成就，未来的
调整”对话会并发表讲话。他说，中美建
交42年来，两国打破冷战坚冰，超越意
识形态分歧，不断深化互利合作，给两国
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有力促进了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崔天凯指出，在新的历史关口，中美

再次面临重大抉择。两国必须紧密相
连，重建尊重、信任和正常关系。当美国
努力走向团结、治愈、修复之际，祝愿美
国取得成功，也希望正直、坦诚、尊重和
远见能够回归美国对华政策。

崔天凯表示，中美要互信，不要误
判。中美都可以从对方的繁荣发展中获
益，两国可以有竞争，但不必做对手，更
应当成为伙伴。他强调，把中国当作战
略对手和假想敌是严重战略误判，如果

据此制定政策，将犯重大战略错误。
崔天凯表示，中美要对话，不要对

抗。中美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客观存在，
双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坦诚
对话、相互倾听、增信释疑。他强调，在
事关中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希望
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不要挑战中方
的红线。

崔天凯表示，中美要合作，不要争
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
一正确选择。中方期待与美方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和抗疫合作。中美双方还迫切
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防范
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为世界经济注
入信心。

崔天凯表示，中美要交流，不要隔
绝。中美人文交流遭到的破坏令人痛
心，使中国学生学者、游客、企业家等产
生担心和质疑。尽管如此，没有什么能
够割断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他相
信，21世纪没有“麦卡锡主义”横行之地，
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中美两国人民推回
封闭隔绝的时代。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

中美应为双边关系和人类社会开辟光明未来
观 天下

从“白人特权”受热议看美国社会不平等
如何扭转“白人特权”现

象，真正实现种族平等，是美
国人长期的追问。美国新总
统拜登26日签署了4项旨在
促进美国种族平等的行政
令。分析人士指出，总统为种
族问题签署行政令显示出当
前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性，但
此类措施恐怕很难解决美国
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
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佩吉·麦金
托什认为，在西方社会，白人
普遍独享一系列特殊优势，这
是“与生俱来的隐性利益”，拥
有特权的人或许意识不到，更
多时候也不愿承认。

美国媒体人罗克珊·琼斯
说，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普遍
存在，白人要比非洲裔“更有
价值”是一种“文化”，美国社
会的每个角落都试图将这种

“文化”合法化。
南非大学塔博·姆贝基非

洲领导力研究所专家塞尔杰
斯·乔尤·卡姆加指出，美国存
在着“有色编码、黑白分明”的
意识形态，而这又被美国法律
以形式平等所掩盖，使得美国
在解决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问题时面临多重困境和挑战。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白人特权”现象根植于美国建国
200多年历史甚至欧洲殖民者进入北美
大陆以来的更长历史之中，实质上是系统
性种族主义的表现。虽然美国在少数族
裔的长期抗争下给予了他们法律层面的
平等权利，但实际上的种族不平等早已渗
透至社会各个角落，在教育、就业、医疗等
资源分配方面尤为突出。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3名经
济学家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过去大半个世
纪里，美国白人与非洲裔家庭收入差距巨
大且丝毫没有缩小迹象。报告显示，
2016年，11.5个非洲裔家庭的资产总值
加起来才勉强与一个普通白人家庭持平，
而一个拥有高中学历的白人所获得的家
庭财富几乎是普通非洲裔的10倍。

美国教育学者保罗·图赫撰文说，美
国每年高中毕业生中非洲裔约占15%，而
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美国常春藤
名校新生中非洲裔占比仅为8%。另有数
据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非洲裔在进入大
学后能顺利毕业，比例是白人的一半。和
白人同学相比，非洲裔学生背负更多学费
贷款，经济状况也更差，这成为他们辍学
的主因。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登了一封由
多名有色人种剧作家、导演等文艺工作者
写给“亲爱的白人美国剧院”的公开信，揭
露了由白人主导的文化机构如何系统性
忽视甚至打压有色人种艺术工作者。信
里说：“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们是如何假装
没有看到我们。”

国会骚乱中警察“双标”执法，以
及此后法庭“宽容”对待涉事白人，让

“白人特权”一词再度成为美国媒体和
舆论聚焦的关键词，引发民众新一轮
怒火与批评。

美国社交网络上近日流传着多组
对比照片：去年夏天，不少非洲裔美国
人在反种族歧视抗议中被警察粗暴对
待；而在此次国会骚乱中，警察对破门
而入的白人示威者却态度平和，甚至
一起自拍。“这真是大错特错！”美国知
名作家唐·温斯洛感叹。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罗
恩·哈里斯评论说，美国执法者有自己
的“判断”：抗议社会不公的有色人种
都是“罪犯”，而袭击国会的白人只是

“示威者”。
重创美国的新冠疫情也让不同肤

色间的不平等得到凸显。相比白人，非
洲裔等少数族裔遭受了更严重的打击。
新上任的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苏
珊·赖斯日前坦言，非白人感染和死于新
冠病毒的比例要比白人更高，有孩子的
非洲裔和拉美裔家庭在疫情中经历食品
短缺的可能性是白人家庭的两倍。美国
劳工部数据显示，自疫情暴发后，美国非
洲裔成年人失业率远高于白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刊文
说，当有毒的“白人特权”无人约束，甚
至被政客和权贵鼓励，结果就是美国
现在的样子，“结构性种族歧视已成为
美国的脓疮”。

在本月初的美国国会骚乱中，
美国白人女子威廉姆斯偷走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的笔记本电脑并试图出
售，她因此被捕，但日前已获保释。
而大约十年前，16岁的非洲裔少年
卡利夫·布劳德被控偷窃一个背包，
未受审却被羁押了3年。

“在美国，有两套司法系统。”社
交媒体上不少人这样嘲讽美国根深
蒂固的“白人特权”现象。当肤色成
为关键项，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
得到笑脸还是冷遇、获得多少社会
资源乃至拥有怎样的人生，美国社
会实在难有公平可言。

1月27日，人们走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特罗卡德罗广场上。
法国近三周来陆续出现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病例，一些专家呼吁第三次“封

城”。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变异病毒致法国疫情再度严峻

1月28日，扎帕罗夫（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向人们展示总统工作证。
吉尔吉斯斯坦当选总统扎帕罗夫28日在首都比什凯克正式宣誓就职。 新华社发

扎帕罗夫就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记
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7日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
间在零至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
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近几个月
来，美国经济活动和就业复苏步伐有
所放缓，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

部门尤其低迷。同时，需求疲软和早
些时候油价下跌抑制了消费者价格上
涨，整体金融状况依然宽松。

美联储说，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疫情防控结果，包括疫苗接种
的进展。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将继续
对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造成压
力，并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

据新华社东京1月28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丰田汽车公司28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等海外市场汽
车销售恢复强劲，包括大发和日野在
内的丰田集团2020年全球销量约为
952.84 万辆，超过德国大众汽车集
团，重回世界首位。

报告显示，2020年丰田集团全球

销量较上年下降11.3%。其中，丰田汽
车公司销量约为869万辆，大发和日
野销量分别约为69万辆和14万辆。

报告说，2020年丰田汽车公司全
球销量比上年下降10.5%，但在中国
市场该公司销量增长10.9%。丰田
RAV4车型继续受到中国消费者青
睐，销量增幅达37.9%。

日本丰田2020年全球销量重回世界首位

痼疾难消无处不在“有色”之伤

美国民众在弗洛伊德事件后冒
雨参加抗议活动。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