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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2021年度废旧PS版处置项目
（HNRBYSC-2021-1）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
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结果是：

海口健丰达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7月2日，如对
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
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付先生 0898-66810108。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年度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博义盐灶农贸超市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博义盐灶八灶
棚改Y-08地块。项目于2020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根据海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
表》，对该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部分进行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
筑面积23148.72m2，计容建筑面积不变，仍为13844.92m2，装配式奖
励面积415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
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7月1日至7月1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义盐灶农贸超市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1年7月20日上午10:00在海南冠亚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含瑕疵、净价”公开拍卖：一、海南省海
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32号周昌大厦首层 1-B1、1-B16、1-B19、
1-B22、1-B24、1-B26、1-B25、1-B31、1-B39、1-B42号商铺，
为大开间，整体建筑面积 437.9㎡，尚未办理产权证，整体拍卖
参考价：6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二、海南省澄迈县金江
镇文化北路地坡岭东侧逸海华庭1#102（建筑面积300.58㎡）、
1#103（建筑面积232.19㎡），标的为两套两层商铺，一楼简单装
修打通使用，二楼未建楼梯，尚未办理产权证，整体拍卖参考价：
40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采取整体、现状、含瑕疵、净价的方
式，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标的过户过程所发生
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标的物一、标的物二存在的物业
费、水电等欠费及其他各项税、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2021年7月1日-2021年7月16日；
报名时间及地点：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7月16日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以款到账
时间为准），账号：46001003536053001593；开户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并到以下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
手续：

1、主拍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898-
68582500 18976435423，许先生，联系地址：海口市金贸东路5
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 ；

2、联拍单位：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898-
68559156 13807588767，罗女士，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
国贸中心21C。

财政部驻海南监管局电话：0898-66719286。

联合拍卖公告

声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病历资料专用章、海口

市人民医院龙昆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章、
海口市人民医院龙昆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
务专用章、海口市人民医院海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财务专用章共四枚，因久用磨损，现声
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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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00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2、拍
卖时间：2021年7月28日10:00。3、拍卖地点及报名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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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7日17：00。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
2021年7月27日16:00前到账为准。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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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8号拍卖
会竞买保证金。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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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执收单位中共五指山市委宣传部遗失领票时间2005年

1 月 5 日财政非税收入手工票据号段 0121224511-

0121224757（遗 失 23 份），票 号 编 码 为 0121224511、

012122452X、0121224546、0121224554、0121224562、

0121224570、0121224597、012122460X、0121224618、

0121224626、0121224634、0121224642、0121224650、

0121224669、0121224677、0121224685、0121224693、

0121224706、0121224714、0121224722、0121224730、

0121224749、0121224757；领票时间2008年3月27日财政

非税收入手工票据号段0190032011-0190032505（遗失50

份），票号编码为0190032011、019003202X、0190032038、

0190032046、0190032054、0190032062、0190032070、

0190032089、0190032097、019003210X、0190032118、

0190032126、0190032134、0190032142、0190032150、

0190032169、0190032177、0190032185、0190032193、

0190032206、0190032214、0190032222、0190032230、

0190032249、0190032257、0190032265、0190032273、

0190032281、019003229X、0190032302、0190032310、

0190032329、0190032337、0190032345、0190032353、

0190032361、019003237X、0190032388、0190032396、

0190032409、0190032417、0190032425、0190032433、

0190032441、019003245X、0190032468、0190032476、

0190032484、0190032492、0190032505。以上票均为已使

用的作废票据，在此声明已遗失。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二、项
目名称：海南分行营业场所消防设施维保项目。三、采购标的：1
家营业场所消防设施维保服务商，服务期限1年。四、供应商资质
要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2.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
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供应商或其所投服务未被列入《中国
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
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
单》。5.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6.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7.
供应商有年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业务规模在50万以上业绩（提供合
同复印件加盖有效公章）。8.供应商应符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
业条件（应急[2019]88号）要求。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
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

系人：陈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六、有关要求：（一）
本项目只接受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须出具授权书）当面报
名，不接受其他非现场方式报名。（二）报名供应商须完全满足供
应商基本条件的有关要求，且能够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所有证
明材料必须加盖公司公章，文件须用软面封皮胶装并逐页编制
页码。报名供应商应逐条证明其符合报名基本条件，证明材料
包括以下材料：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如由授权代理人报名的）。2.
合法有效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证照）。
3.截至报名当日，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相关网站查
询截屏或信用报告。4.业务规模50万以上的业绩证明（提供合同
复印件加盖有效公章）。5.符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应急
[2019]88号）要求的相关证明。七、声明：1.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
分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文件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
本项目采购。2.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
虚作假行为，将可能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场所消防设施维保项目公开报名公告

观 天下

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29 日
电（记者王建刚）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张军29日表示，应制定
各国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
规则，反对搞小圈子和集团政
治，反对搞科技霸权。

张军在当天举行的安理会
网络安全问题公开会上说，应以
维护和平促安全，防止网络空间
成为新的战场。应以加强治理
促安全，推进网络空间公平正
义。各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各方平
等参与、开放包容、可持续的网
络安全治理进程，制定各国普遍
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
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他指出，应以交流合作促安
全，营造网络空间良好环境。维
护网络安全是全球性课题，没有
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力应
对。网络空间霸权主义、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只会加剧紧张对
抗，毒化合作氛围，应当受到国

际社会共同抵制和反对。各国
应携手努力，深化在技术研发、
规则制定、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
用。应共同反对网络监听和网
络攻击，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
络犯罪，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
力。应为企业提供开放、公平、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保障全球信
息通信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稳
定、安全，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
展，反对以各种理由人为干扰企

业正常经营行为。
张军指出，应以普惠发展促

安全，实现网络空间共同繁荣。
各国应采取更加积极、包容、协
调、普惠的政策，促进信息通信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均衡发展，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模式新业
态，反对搞科技霸权。

张军指出，中方去年提出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聚焦关
键基础设施和个人信息保护、
企业境外数据存储和调取、供

应链安全等重大问题，为维护
全球数据和网络安全提出建设
性解决方案。中方还积极推进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同各国
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智能化互
联互通新格局。

张军强调，中方愿同世界各
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机遇，培
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
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
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

制定各国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29 日
电 6月29日，中国代表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 47次会议与
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话

时发言，表示贩卖人口严重侵
犯人权，各国应严厉打击，并向
受害者提供保护。中国对美
国、英国等国存在严重现代奴

役和贩卖人口现象表示严重关
切。过去 5年，每年被贩卖至
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
10万人，其中一半被贩卖到“血

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据
报道，2018年约有13.6万人被
贩卖到英国，不少被贩卖者包
括妇女和儿童因交通工具条件

恶劣等原因死亡。国际社会应
关注美国、英国的贩卖人口问
题，敦促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解决。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中国代表对美、英等国贩卖人口问题表示严重关切

新华社日内瓦6月30日电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30日
向中国颁发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称赞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每年
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经过
70年不懈努力到如今完全消除
疟疾，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
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今天我
们祝贺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
消除了疟疾。他们的成功来之
不易，是经过几十年有针对性的

持续行动才取得的。中国加入
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行列，向世界
表明无疟疾的未来是一个可行
的目标。”

中国是30多年来世卫组织
西太平洋地区第一个获得无疟
疾认证的国家。这一地区此前
曾获这一认证的国家有澳大利
亚（1981年）、新加坡（1982年）
和文莱（1987年）。全球范围内
目前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
世卫组织颁发的无疟疾证书。

中国于2020年11月向世卫
组织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当
时中国已连续近4年无本地原发
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已符合“疟
疾本地传播链至少连续中断3
年”的世卫认证标准。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
任葛西健也祝贺中国消除疟
疾。“中国为实现这一重要的里
程碑所做的不懈努力表明，强有
力的政治承诺和加强国家卫生
系统可以消除一种曾经是主要

公共卫生问题的疾病。中国的
成就使我们离西太平洋地区无
疟疾的愿景又近了一步。”

中国在与疟疾的长期较量
中，从中草药中发现并提取了青
蒿素，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好的经
验做法。中国建立了全国疟疾
等传染病网络报告系统和疟疾
实验室检测网络，完善了疟疾媒
介监测和疟原虫抗药性监测体
系，制定了“线索追踪、清点拔
源”的工作策略，探索总结了疟

疾报告、调查和处置的“1-3-7”
工作模式。这一工作模式被正
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
全球推广应用。

世卫组织全球疟疾项目主
任佩德罗·阿隆索指出：“几十年
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在本国应对
疟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
在全球产生了显著的连锁反
应。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寻
找新的、创新型方法来加快消除
疟疾的步伐。”

世卫组织向中国颁发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9 日
电（记者谭晶晶）新一期全球超
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 28 日揭
晓，日本超级计算机“富岳”继续
位列榜首。中国共有186台超
算上榜，上榜数量较此前有所减
少，但仍蝉联第一。

本次榜单显示，“富岳”接受
特定测试时的运算速度达每秒

44.2亿亿次，是排名第二的美国
“顶点”超级计算机的约3倍。
“富岳”的峰值速度超过每秒
100亿亿次，一些机构称其为全
球首台运算能力达100亿亿次
级别的超算。“富岳”是首台使用
ARM处理器的超算冠军，它使
用 了 48 核 ARM 处 理 器
A64FX。

位列第二的“顶点”超级计
算机由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开发，是目前美国最
快的超算。美国能源部下属劳
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开发
的“山脊”、中国超算“神威·太湖
之光”和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开发“珀尔马
特”分列三四五位。“珀尔马特”

是500强榜单前十位中唯一一
个新入选的超级计算机。

本次榜单显示，中国共有
186台超算上榜，上榜数量蝉联
第一，但较此前数量有所减少。
美国以123台位列第二，其后依
次是日本、德国、法国。这是
2017年11月以来，中国超算上
榜数量连续第8次位居第一。

从制造商维度来看，中国联
想目前是世界最大的超级计算
机制造商，浪潮紧随其后，中科
曙光位列第四。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
单由国际组织“TOP500”编制，
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给全球已
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知
名榜单。

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揭晓

日本蝉联冠军 中国上榜最多

6月29日，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意大利马泰拉主持
会议。二十国集团外长和发展部长29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马泰拉举行为期一
天的会议，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多边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 新华社发

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呼吁

采取多边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

6月29日，人们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海滩休闲。
近日，美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 新华社/法新

美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官员
6月29日宣布，高温天气上周席卷该
省以来，法医部门接到死亡报告逾
230例，远高于正常情况。

据报道，该省4天内接到的死亡
报告通常约130例，但从25日到28
日至少接到233例死亡报告。“随着数

据持续更新，这一数字将攀升。”
法新社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小镇利顿29日最高气温达到49.5摄
氏度，连续第三天打破加拿大高温纪
录，28日、27日最高气温分别是47.9
摄氏度和46.6摄氏度。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气温逼近50摄氏度

加拿大死亡人数显著增加或关联高温

新华社柏林6月30日电 据德
新社30日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已
将所有部队撤离阿富汗，结束近20
年的在阿驻军任务。

德国国防部29日晚发布声明
说，在阿富汗的最后一批德国军人

已于29日晚离开。德新社报道说，
德军迅速撤离阿富汗是为了与美军
撤离相协调。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
撤军计划，美军将在今年9月11日
前完成撤离。德国在阿富汗的驻军
人数仅次于美军，约1100人。

德国军队全部撤离阿富汗

日本东京都医师会定于6月30
日开始在数家餐馆测试新冠抗原快检
系统，希望以此营造安全的堂食环境。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东京新
宿区歌舞伎町的5家餐馆参加测试，
那里是东京最繁华地区之一。工作

人员和食客先用电子邮件地址和个
人头像在系统中注册，之后接受鼻
拭子取样，约15分钟后即可在手机
上查收检测结果。只有检测结果为
阴性者才可进入餐馆。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东京测试堂食新冠快检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