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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招聘排版
人员和分色人员若干。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

德；3.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4.身心
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

过各类刑事处罚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
违规且处理期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1.海南日报社排版人员2名：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

纪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年龄原则上要求30周岁以下（1991年6月1日以后出生），男
女不限，具有有关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35周岁；（4）能适应长期
上夜班要求，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敬业精神，良好的沟通
能力、领悟能力。

2.海南日报社分色人员2名：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

纪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年龄原则上要求30周岁以下（1991年6月1日以后出生），男

女不限，有使用Photoshop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35周岁；（4）能
适应长期上夜班要求，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敬业精神，良
好的沟通能力、领悟能力。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6月18日至7月9日止；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

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名均按“岗位+姓名”的格式命
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

2.招聘邮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

参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
合应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

选，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

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

表现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

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

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
中，按规定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小姐 0898-66810854
宋先生 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会通过，我局按程序编制文昌市清澜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6-2号地块用地性质及控规指标调整论证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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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至2021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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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6-2
号地块用地性质及控规指标调整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恢126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与被执行人海南
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省琼山昌海土石方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国营府城林木良种试验场、符昌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国营府城林木良种试验场名下位于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城东居委会面积为47368.91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土地证号:2001-01-02871，地号:L-07-290，图号:
1060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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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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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625期）

受昌江黎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委托，定于2021年7月6日
10: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车牌号琼AJ5166丰田牌GTM7200G轿车
等6辆机动车（清单备索）；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特别说明：1、本次
拍卖按车辆现状（含瑕疵）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
人承担；拍卖车辆不含号牌，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竞买人须依照《海南
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新指
标。3、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履约保证金，买受人须在
成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展示时间及地点：7月1日
至2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市民广场东面停车场。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7月5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
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
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电话：15607579889王先生；网址：
www.hntianyue.com；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
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
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
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

（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东方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3、在东方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
（三）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并按照

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6月29日8:30至2021年7月23日16:
00（北京时间）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
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
年7月23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7月23
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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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起始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8:3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26日15:00（北京时间）。
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1年7月26日15:00（北京时间）。
（六）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根据市工科信局《关于报送东方市东出让2020-21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东工科信函〔2020〕
110号），该宗地拟引进项目为低碳产业，该地块出让控制标准投资强
度为2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10
万元/亩。

（二）该宗地达产年限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年内。
（三）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市工
科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四、其它事项
（一）经核查《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该宗地位

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边界范围内，且不在海岸带200米范围内，建设
用地地类为工业园区。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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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地。

（二）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成
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
办理土地登记。并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上约定的内容完成后续开发建设。

（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
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四）该宗地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
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
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
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
出让金的6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
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竞得人缴纳的竞
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金不含各种税费。

（五）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定由竞得人支付。
（六）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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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www.landchina.com；
联系人：陆先生 陈女士；
联系电话：0898-25585295 13976657580；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25日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东方市滨海南路东侧、工业三横路一期北侧一宗(幅)地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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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自然资告字〔2021〕17号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20-21号

地块位置

东方市滨海南路东侧、
工业三横路一期北侧

面 积
（平方米）

38167.7
（合57.25亩）

出让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0.5
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52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752

海南华星饲料有限公司

征收项目资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93-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分别转让海南华星饲料有限公司征收项
目资产：1、存货原材料，挂牌价147640元。2、办公电子设备，挂
牌价16565元。3、车辆，挂牌价140400元。公告期为：2021年
6月25日至2021年7月8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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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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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

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

海南天鹏游乐有限公司持有的琼山灵山国用(92)字第0588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57.6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何

庆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灵山国

用(92)字第05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57.63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22日

海资规美兰〔2021〕202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白沙门别墅A1栋房地产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五路15号，交通便利，位置优越，附近公园、
超市等基础和公共设施配套完善。

A1栋房地产证件齐全，为混合结构，南北朝向，共4层，建筑规
划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554.43m2，含前后院落一处，土地用途
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36.01m2。

A1栋房地产拟于2021年7月份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http:
//www.sdcqjy.com/）公开挂牌出售，出售底价为915.44万元（人
民币大写：玖佰壹拾伍万肆仟肆佰元整）（含增值税），与房地产交易
相关的税费依照法律法规由交易双方分别负担和申报缴纳。

联系人：吴海涛，联系电话：05397108054、13405392134
刘志清，联系电话：05397106709、13853915908

海口市白沙门别墅A1栋房地产出售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于2021年7月2日上午10:30 以现状、

净价、整体公开拍卖：琼儋渔16355号渔船拆解报废资产，参

考价：49280元，竞买保证金：20000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

展示地点：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儋州海警局管辖区内。

有意者请于2021年7月1日下午5时前与我公司人员联

系了解详情并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拍卖地点：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

联系电话：66243059 熊先生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23日发布消息说，俄罗斯黑
海舰队与俄联邦安全局当天为制止英
国驱逐舰侵犯俄罗斯边境，被迫开火
警告将其驱离。

消息说，英国海军“保卫者”号驱逐
舰23日中午在黑海西北区域活动时越
过俄罗斯边界，俄边防军舰随后开火警
告，苏-24M飞机向英国驱逐舰航行方
向投掷航空炸弹。英国驱逐舰在黑海
舰队与俄联邦安全局的联合行动下驶
离相关海域。

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当
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将本
次事件定义为英国的无礼挑衅、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俄罗斯法律，俄外交部
将召见英国驻俄大使。

英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23日发

布两则声明，否认英国军舰在黑海遭
俄方开火驱逐。一则声明说，英国军
舰在黑海没有遭遇俄方开火示警，当
时这艘英国军舰“正遵循国际法无害
通过乌克兰领海”。

另一则声明说：“我们相信俄方当
时正在黑海开展射击演习，并就这一演
习发出预警。没有人向英国军舰开火，
我们不认同炸弹落在英国军舰航线上
的说法。”

据报道，由乌克兰和美国主导的
本年度“海上微风”联合军事演习将于
6月28日至7月10日举行，多个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参加。俄驻美大
使馆23日呼吁美方不要同乌克兰在黑
海举行军演，并称“海上微风”联合军事
演习带有明显挑衅性质，将增加在黑海
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

俄军舰黑海开火警告驱离英驱逐舰
英方否认

俄军太平洋大练兵“击沉”假想敌航母

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一些外
国军用飞机和直升机在俄方演习
区域“积极活动”，俄方将计就计，
多艘舰艇释放烟雾剂，练习反侦察
伪装和组织防空。

俄方没有说明是哪国军机。
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发言
人迈克·卡夫卡告诉《檀香山明星
广告报》：“我们密切追踪所有俄方
船只。”

卡夫卡说，一些俄方舰船距离
夏威夷海岸最近只有20至30海
里，但没有进入美国领海。美国
《新闻周刊》23日报道，这一说法
与俄国防部的声明存在矛盾。根
据俄方公布的位置，俄军演习区域

距离夏威夷应为300至500海里。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演习期间，美军数架F-22型隐形
战机20日从珍珠港-希卡姆联合
基地紧急升空，应对俄方轰炸机。
后者没有进入美防空识别区。

与俄方演习同期，美军“卡尔·
文森”号核动力航母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抵达夏威夷群
岛，恰巧，俄海军电子侦察船“卡列
利亚”号出现在珍珠港所在瓦胡岛
以北的公海。《檀香山明星广告报》
援引一名前美军情报官员的话报
道，俄军侦察船监视的正是“卡尔·
文森”号。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据俄国防部介绍，演习
海域位于太平洋中部、俄千
岛群岛东南方向 2500 海
里。演习于本月7日开始，
24日结束主要阶段，参演兵
力开始撤收。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20
多艘水面舰艇、潜艇和保障
船以及20多架海军航空兵、
空天军飞机、直升机参加演
习。演练内容包括指挥远离
驻泊点兵力、舰艇反潜和防
空防御、护航、与航空兵联合
攻击假想敌舰艇编队和重要
基础设施目标。

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参演图-22M3轰炸机从
位于俄勘察加半岛的机场起
飞，演练科目为巡逻和攻击
假想敌航母打击群。

在演习结束阶段，太平
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巡洋
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
护卫舰与空天军 3 架图-
95MS战略轰炸机一同演练
攻击假想敌“极其重要”目
标。3架战略轰炸机在米格-
31BM战斗机护航下，用巡
航导弹模拟打击指定目标，
并在太平洋上空由两架伊
尔-78空中加油机完成加油，
返回驻扎机场。

俄罗斯国防部
24日宣布，俄军数
架图-22M3型远程
战略轰炸机参加了
太平洋舰队大型演
习，科目包括消灭
假想敌航空母舰。

美国媒体称，
这是俄罗斯自冷战
结束以来在太平洋
区域举行的最大规
模军事演习，俄方
舰船距离夏威夷群
岛最近只有几十海
里，举动“挑衅”。

人类仰望星空之时，会有别的星
球“注视”地球吗？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约5000年
人类文明史里，太阳系以外的1715
颗恒星能够“看见”地球，围绕这些恒
星运行的数百颗类地行星也能“看
见”地球。这项研究报告刊载于23
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

搜寻潜在的人类宜居行星时，天
文学家会观察恒星。行星运行至恒
星正面时，会观测到恒星略有黯淡。
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研究人员受此启发，利用欧洲航
天局太空望远镜，分析从其他星系哪
些星球上能够“看见”地球。

研究涉及距离地球326光年以
内的逾33万颗恒星。研究人员发
现，过去5000年来，1715颗恒星在
某些时候能够“看见”地球掠过太阳，
其中313颗恒星如今已经不能“看
见”地球。

这1715颗星球中，离地球最近
的是一颗代号 Wolf 359 的红矮
星。它距离地球7.9光年，自从20世
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能“看见”地
球。

研究人员还发现，未来5000年，
有另外319颗恒星可以“看见”地球，
其中几个星系有类地行星。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逾千颗系外星球能“看见”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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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军情

美军追踪

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时怎么洗衣
服？答案是不洗。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目前正着手解决这个
问题。

据路透社网站23日报道，美国
宝洁公司22日宣布，将与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合作，计划在今年晚些时
候和明年分别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特
制洗衣剂和衣物去污笔，帮助研究如
何在太空清洁衣物。

目前，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穿的都
是一次性衣物。如何以可持续方式
让宇航员在太空穿上干净衣服，这不
是一个小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每年平均需为一名在太空生活的
宇航员运送约68公斤衣物。考虑到
太空货运飞船空间有限、运营成本昂

贵，这是一笔不小支出。如果有朝一
日人类在月球或火星建立基地，这个
问题更亟需解决。

宝洁公司计划今年12月启动首
次相关实验，向太空发送特制衣物清
洁剂，研究太空失重环境和辐射将如
何影响清洁剂中各种成分。明年5月，
特制的去污笔将被送往国际空间站，
供宇航员试用。宝洁公司还将在地面
研发一种洗衣烘干一体机，希望日后
能够在月球或火星使用。这种洗烘一
体机只用最少的水和清洁剂洗衣服。

太空洗衣的难点之一是回收
水。与目前国际空间站处理宇航员
的尿液和汗液一样，太空洗衣用过的
水也需要回收，处理后用于饮用等。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美航天局探索在太空洗衣服

美国一家企业将推出超高空热
气球飞行，可俯瞰地球，现接受预订。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日报
道，这个旅游项目将于2024年推出，
游客乘热气球可升至距离地面3万
多米的超高空。所乘坐热气球名为

“海王星”号，客舱为大端直径5米的
倒圆锥形压力舱，聚乙烯材质制成的
气球充气后直径达100米。客舱可
容纳1名驾驶员和至多8名乘客。

超高空热气球游单价12.5万美
元。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企业推出超高空热气球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