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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东郊镇建华山村委会港

头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6612901，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陶坡村民委员会

陶坡村民小组公章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

●海南诚美达气球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前涂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公司公章，

声明作废。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完成，现予公示征求意见。1.纸质版

查阅地址：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

海南大厦农信楼6楼；王工0898-

65336991。2.公示网址：https://

www.hainanjk.com/View.

aspx?id=895。3.征求范围：受本公

路影响的公众，意见表地址http://

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4. 反

馈 方 式 ：48344060@qq.com，

010-58278058。5.时间：即日起

10个工作日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2021年3月15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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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扫码查阅广告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家开放大学 海南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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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开放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

校。教学点布及全省各市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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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5373、662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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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洋浦）23588485，五指山学院（含陵
水、保亭、屯昌、琼中、白沙）86623720，精英职业学校(海口琼山)
31329729，智天下职校（海口秀英、临高）18789917890，旅经贸
学校（海口龙华）66987577，退役军人学院（退役军人项目）
13976571515。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开放大学
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就业处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24日

海南【重庆城】投资商家招募令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就海南【重庆城项目49

号楼商业】招募投资商家，欢迎投资商家来电咨询及报名。海南·
重庆城，位于海南省西部儋州市白马井滨海新区第一组团，海南省
目前正在重点发展滨海新区，项目毗邻恒大海花岛、与洋浦自贸港
仅一桥之隔，交通便利，目前已形成独具重庆特色的超过3万方滨
海商业综合体。一、项目概况：49 号楼商业共 3 层，建面
3172.74m2，交房条件为清水房交付。二、招商标的：海南重庆城项
目49号楼商业。三、招商细则：1、意向投资商家与我司对投资购
买方案商议确定后，由意向商家支付我司房款，我司负责开发建造
49号楼。2、付款方式：投资方以一次性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购
房款。3、交付日期：本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11个月，从开工建设
至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备注：具体图纸和招商详情欢迎来电
咨询。海南联系人：黄杰 13908346223；重庆联系人：陈文艺
17782316269。项目地点：海南儋州滨海新区滨海大道【重庆城项
目】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资产。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椰
乡路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24820.54m2（约37.2亩），土地性质为
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业金融用地，地块上已建成6幢房屋，整
个建筑为仿明清建筑风格，项目总建筑面积36150.86m2。该项目
交通便利，周边设施配套到位。项目毗邻正在建设复合型田园湿
地综合体公园——官坡湖综合公园，风景秀丽，水系景观较好。详
情请看评估报告。

一、挂牌价格为19051.4万元。
二、公告期：2021年3月15日至2021年4月12日。
三、转让标的所占土地分为6#、7#地块，其中6#地块规划指

标为：容积率≤1.14；7#地块用地指标规划指标为：容积率≤

0.946。受让方可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文城就业饮食
一条街6#、7#地块规划条件的批复》（文府函〔2020〕335号）文件
精神，由原综合容积率≤1.04调整为≤1.5，其它规划指标相应调
整，相关手续办理及相应费用由受让方承担。标的现状、竞买保
证金等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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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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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文昌市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资产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3HN0051

各有关律师事务所：
为保障我司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充分借力律师事务所的专业

优势，我司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即公开推荐、公正标
准、公平竞争），特向社会公开遴选调整我司律师事务所备选库工
作，欢迎海南省内优秀律师事务所报名参选，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入库条件
1、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或主管部门执业许可或营业许可，近3

年没有被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或律师协会给予行政处罚或行业处
分的记录。

2、具有丰富的金融、证券、破产、公司重组或其他相关领域诉
讼（含仲裁,下同)或非诉业务经验，并取得过良好的执业业绩。

3、持续运行3年以上(法律中介机构涉及合并或更名的，运行
期限合并计算；已入选我司总部备选律师库且对当地分支机构经
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当地分支机构持续运行2年以上)并且通
过上年度有关主管部门的考核与注册,无不良执业记录。

4、法律中介机构指定的牵头律师应具有5年(法官、检察官转
任律师的,执业年限合并计算)以上的执业经验,优秀的业务水平,
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各级行业协会或行业内认可的省级、市级综合排名中位列靠
前,或者被评为省级、市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或与金融、证券、破
产、公司重组或其他相关领域诉讼具有突出的专业能力及优势的
优先考虑。

二、报名需提交的文件及材料
1、律师事务所总体情况介绍，包括主要合伙（合作）人情况介

绍、金融相关领域业绩介绍等，并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

件（须含年检页）。
2、备选律师的情况简介，包括学历、履历、专业特长、金融相

关领域主要代理经历、成功案例等，并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须含
年检页）。

3、填写完整的《备选法律中介机构审查认证表》（电子版请向
我司联系人索取）。

4、其他能够说明机构优势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代理我公司
案件及其他金融机构业绩、业务专长、社会关系等）。

以上材料请双面打印并加盖公章。书面材料报送至我司，同
时发送相关材料WORD版和盖章件扫描版至我司联系人邮箱。

材料递交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法律
合规部；

联系人：罗先生、邢先生
电话：0898-36688950、0898-36680396
邮箱：tluo@gwamcc.com
材料报送截止时间：2021年3月31日。
三、其他事项
1、律师事务所须对提交材料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一经

查实，取消入围资格。
2、提交的材料将不予退还，我司承诺将对提交的材料采取保

密措施。
3、入选的律师事务所，我司将反馈入选通知。
我司对本次律师库遴选调整活动及相关的文件资料拥有最

终的解释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遴选备选律师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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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英国、南
非、巴西、美国
等国接连报告
发现变异新冠
病毒，使新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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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利马3月13日电（记者
张国英）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内政部
13日证实，该国前临时总统阿涅斯当
天凌晨在东北部贝尼省首府特立尼达
市被捕。阿涅斯表示，她将向相关国
际机构提起诉讼。

玻利维亚检方12日发出对阿涅
斯和5名前临时政府部长的逮捕令，
指控他们在2019年国家政治危机中

涉嫌“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前能源
部长罗德里戈·古斯曼和前司法部长
爱德华·多科因布拉已于当天被捕。

2019年 11月，时任玻利维亚总
统莫拉莱斯因陷入选举舞弊风波提交
辞呈，并离开玻利维亚。随后，时任参
议院第二副议长阿涅斯在立法会议上
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并表示将尽快举
行新的大选。

玻利维亚前临时总统阿涅斯被捕

在投资者持续买入和支付机构支
持背景下，加密货币比特币现货价格
13日首次突破6万美元。

全球加密货币交易平台Coin-
MarketCap网站数据显示，北京时间
13日19时49分，单枚比特币价格首
次突破6万美元，达到60012美元，之
后持续上涨。

比特币价格去年3月仅为5000

美元左右，一年来涨势迅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比特

币价格去年12月31日收于28987.6
美元，今年1月几天内先后突破3万美
元、4万美元，并在2月突破5万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为对冲通货膨胀和美
元贬值风险，一些大企业和华尔街投
资者纷纷投资比特币，带动这种加密
货币价格猛涨。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比特币价格突破6万美元

德国销量领先的日报《图片报》的
出版商13日说，该报主编尤利安·赖
歇尔特涉嫌“违反规定”，正在接受调
查，在此期间暂停履行主编职务。

德国《明镜周刊》本周早些时候报
道，赖歇尔特正在接受内部调查，原因
是《图片报》多名女雇员投诉他滥用权
力、强迫或欺凌他人。

《图片报》的出版商阿克塞尔·施

普林格公司说，为不影响编辑部门工
作和对他的调查进程，赖歇尔特主动
要求停职。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说，赖歇
尔特否认所受投诉，这家公司已请“外
部专家”参与调查，目前没有发现明确
证据。这家公司说，其企业文化不容
根据小道消息轻率下结论。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被女雇员投诉
德国《图片报》主编停职接受调查

老年趴板冲浪爱好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拉纳海滩参加活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吉托有一群爱玩趴板冲浪的老奶奶，其中年纪最大

的已经95岁。这支“乘风破浪”的团队有20多人，多数七八十岁，少数四五十
岁。冲浪队定期活动，频繁的时候一周活动三次。为安全起见，她们通常彼此离
得不远，距离岸边不到100米。 新华社/路透

“乘风破浪”的奶奶

人们戴着口罩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游览。

新华社发

人们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明日博物馆内参观新冠疫情主题展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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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异会使新冠病毒变得更“凶险”吗？

最近几日，又有多国密集报告了
新的变异新冠病毒。

变异新冠病毒层出不穷的消息
令不少人感到恐慌。事实上，变异是
病毒自我复制过程中的常态，病毒并
不总能完全准确地复制出其遗传物
质“副本”，其复制时常出现一些错
误，从而导致基因突变。新冠病毒所
属的RNA（核糖核酸）病毒变异相对
较快，大多数变异并不会使病毒“性
情大变”，但也有一些变异带来值得

关注的病毒性状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在新一期全球新

冠疫情周报中介绍说，目前全球主要
流行3种“需要关注”的变异新冠病
毒，分别为去年9月在英国出现的
B.1.1.7、去 年 8 月 在 南 非 出 现 的
B.1.351以及去年12月在巴西和日
本出现的P.1。截至3月9日，已报告
出现这3种变异病毒的国家分别超
过110、50和30个。

现有研究显示，与未被列为“需要

关注”的新冠病毒毒株相比，以上3种
变异病毒均显示出更强的传播能力，
其中B.1.1.7还可能导致感染者住院、
重症和死亡风险升高。另外，这3种
变异病毒还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抗体

“中和”病毒的能力，有可能增加已康
复患者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10日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显示，变异病毒B.1.1.7与
英国社区成年新冠患者的更高死亡
率有关，其威胁需被重视。

关于这些变异病毒会否让现有
诊疗方法和疫苗失效的调查仍在进行
中。已有研究发现，B.1.1.7发生的基
因序列缺失可能使“以新冠病毒刺突
蛋白基因为标靶”的检测方法失灵；
B.1.351可能影响多款已投入使用的
疫苗的有效性。英国牛津大学2月发
布的一项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该校与

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
苗对B.1.351所导致的轻度至中度感
染，仅能起到“极小”的预防作用。

为防止病毒变异降低疫苗效果，
多家疫苗厂商已着手研究如何快速开
发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疫苗。德国

“痊愈”疫苗公司2月初发布公报说，
将与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开展一项投

资1.5亿欧元的合作项目，共同开发下
一代mRNA（信使核糖核酸）新冠疫
苗，将考虑采用“多价”策略，用一款疫
苗预防感染多种变异新冠病毒。美国
莫德纳公司2月底宣布研发了一款针
对B.1.351病毒的新冠疫苗mRNA-
1273.351，将启动临床试验以验证其
效果。

世卫组织表示，虽然新冠病毒不
断变异，“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仍是
遏制新冠疫情蔓延的关键，这既包括
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也
包括隔离、追踪、停工停学等防疫限
制措施。有证据表明，在变异病毒广
泛传播的多个国家，保持社交距离等
措施可有效减少感染人数，进而降低

新冠住院和死亡人数。世卫组织还
呼吁各国加强病毒监测和基因测序
能力，发现变异病毒后尽快报告，共
享病毒基因序列并加强相关调研。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传播，加强国
际抗疫合作并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
分配对于遏制新冠病毒快速变异具
有重要意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近日表示，如果允许新冠病毒继续
在不发达地区肆虐，病毒将不断变
异，可能产生更易传播、更致命、使目
前的疫苗和诊断失效的变异病毒。
这种情况将延长疫情，发达地区将再
次受冲击，全球经济复苏也将延缓。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郭洋）

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防护效果？

人们该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