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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6日10时至2021年9月7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电脑端：https://pro.jd.com/
mall/active/2r1Hv3obemXQc8MWuWTU92wgSCXN/index.
html）公开拍卖：1、奔驰、本田、捷豹、轩逸等品牌二手汽车9辆；2、
苹果XR等品牌二手手机9部；3、足金翡翠挂坠、18k金钻石项链等
16件饰品无底价拍卖（1元起拍）；4、戒指1枚配18K金（14.179g）；
5、二手家具一批，共3件。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
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
报名参与。一、展示时间、地点、要求：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
9月5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二、拍卖
方式及税费承担：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
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三、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
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
一 ： 0898- 31982239 13807593991；咨 询 报 名 通 道 二 ：
18876032559；咨询报名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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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平台电子
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拍卖-海关罚没-合作机构-政府机
构-受托机构-海南长江拍卖公司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临高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作价出资（入股）公告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以下地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作价出资（入股）入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拟入市地块

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二、竞买资格要求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均可申请，本次挂牌作价出资（入股）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
申请。申请人参加本次挂牌活动，须经入市主体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申请人禁止参
加本次挂牌作价出资（入股）活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失信被执行人；
2.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两年以上的；
3.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作价出资（入股）文件。申请人

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查询和购买《临高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作价出资（入股）手册》，并按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四、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提交书面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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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
1. 领取竞买手册及提交竞买申请时间：2021 年 09 月 02 日

09:00——2021年09月28日15:00（逾期将不受理竞买申请）；
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1年09月28日15:00（以到账为准）；
3.挂牌时间：2021年09月20日09:00——2021年09月30日15:30；
4.挂牌现场会时间：2021年09月30日15:30；
5.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
六、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地仅作为旅馆用地建设使用，不得分割销售，项目建设

规划方案要符合《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村庄规划（2019-2035）》要求，
并报县规划主管部门审核。

(二)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县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
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作价出资（入股）合同》约定的，报经临
高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追究竞得人违约的
责任。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土地的处
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的，无偿收回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

(三)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执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作价出资（入股）活动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最高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临高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作价出资（入股）入市活动。

(二)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入市，竞价人应现场踏勘，一经办理手续
参与竞价，视为对作价出资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自愿承担参加竞
价合作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三)该地块土地权属为南宝镇松梅村委会所有，土地权属清晰无
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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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地块原有少量建筑物，地上建筑
物产权清晰无纠纷，建筑物随同土地使用权一并入市。

(四)交易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与入市主体签订《土地成交确认
书》，在20个工作日内与入市主体签订《作价出资（入股）合同》，并在
作价出资（入股）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作价出资（入股）等手续。

(五)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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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该宗地拟建设项目投资总规模为人民币870万元，入市主体
与意向合作方根据该地块成交价，确定各自占有股权份额。增资扩股
时，须按增资扩股时的土地市场价值重新确认入市主体占有股份。入
市主体须保有10%最低持有股权比例。

(七)合资公司组织构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
执行，入市主体与竞得人根据成交价，确定各自占有合资公司的股权
份额。未经入市主体书面同意，竞得人不得以增资扩股等方式稀释入
市主体所持合资公司股权比例。

(八)合资公司工作人员及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所需的必要劳务
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入市主体村集体成员。合资公司项目市
场化运营中如对外招租、发包等，优先提供给入市主体集体成员。

(九)本次入市交易过程中应由入市主体、竞得人缴纳的税费，及
交易代理服务费等其他费用，均由竞得人承担。

八、联系方式与查询网址
联系地址：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897621235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8月30日

（临自然资告字〔2021〕06号）

入市主体

临高县南宝镇
松梅村委会

地块编号

南宝镇NBJ2020-
A-03号地块

土地面积

4956m2

用地规划性质

旅馆用地

使用年限

40年

容积率

R≤1.2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12m
起始价

259万元

保证金

250万元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6执2673号之三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中铁十二局集团海南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洋浦久荣工程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民初1137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
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案执行标的210万元及利息。

2018年8月20日，本院作出(2017)琼0106执2673号《执行
裁定书》查封了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4)海南执字第27-4
号《民事裁定书》抵债给被执行人洋浦久荣工程有限公司的海南儋
州市白马井经济开发总公司位于儋州市白马井经济开发区的综合
楼及土地。因查封期限即将到期，为有效控制财产，防止转移，本院
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2017)琼0106执2673号之三《执行裁定
书》继续查封被执行人洋浦久荣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财产，查封自
本公告张贴之日起，查封期限三年，自2021年8月20日起至2024
年8月19日止。

在上述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转移、设定权利负
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种族主义加甩锅推责

美国抗疫历史劣迹斑斑
美国正在经历又一波新冠疫情高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日均新冠死亡人数达1100人，为3月中
旬以来新高。随着疫情恶化，美国政客再度掀起疫情甩锅高潮，在
继续指责中国的同时，开始把矛头指向拉美裔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根深蒂固，历史上曾
屡屡出现遇到疫情就指责少数族裔或外国人的情况。如今面对新
冠疫情，美国政客故伎重施，大搞“医学种族主义”，通过怪罪外国
人和移民来转移矛盾、甩锅推责。但这对抗疫毫无帮助，最终只会
作茧自缚，害人害己。

就在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肆
虐美国之际，一些共和党政客不思抗
疫，却把矛头指向外来移民。佛罗里
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本月初在记
者会上说：“无论是什么毒株，它们都
是从南部边境传进来的。”得克萨斯州
州长格雷格·阿博特一面指责拜登政
府允许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自由进
入美国，一面禁止本州各地实行强制
口罩令。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评论说，部
分共和党人又退回到恶毒的旧把戏
中，企图通过指责外来移民转移美国
民众注意力。

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疫情
中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污名化频
频发生，这些“背锅”群体因此受到巨
大伤害。

1832年，纽约暴发霍乱。起初疫
情最严重的地区都是贫困社区，而这
些地方往往爱尔兰移民较为集中。不
少纽约人于是将疫情归咎于爱尔兰移
民，称他们染病是“咎由自取”。

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情绪高
涨，卫生官员和政客常常把中国移民
同疾病和肮脏联系起来。1876年，旧
金山暴发天花疫情，该市卫生官员立
即将其归咎于“无视美国卫生法规的
中国人”。

20世纪初，对新移民的歧视在美
国成为风潮。当美国东海岸暴发脊髓
灰质炎疫情时，居住条件普遍较为恶
劣的意大利移民中很多人染病，于是
被指责造成疾病流行。

20 世纪 80 年代初艾滋病出现
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没有
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将来自海地
的外来者列为高危人群之一。

2014年西非发生埃博拉疫情，来
自尼日利亚、几内亚等西非国家的人
成为被歧视对象。一个典型案例是，
两名尼日利亚学生只因来自疫情发生
国就被大学拒绝录取。

对这一段段黑暗历史，《华盛顿邮
报》《纽约时报》以及《时代》周刊等美
国媒体都进行过揭露。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纳塔利娅·
莫利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责怪移
民、实行“医学种族主义”的做法在美
国有很长历史。“随着感染率上升，死
亡率上升，找替罪羊的行为就会增
多。”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
森·齐默尔曼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
文指出，历史上每当有疫情暴发，美国
总是把矛头对准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成为方便的替罪羊，免除了我们
其他人对疾病和死亡的责任。”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历史事
件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
的严重种族主义问题。种族歧视
积重难返，像病毒一样肆无忌惮
地传播，加重了疫情期间社会的
排外倾向和极端情绪。

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副教授
谢丽·王（音译）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指出，诽谤少数族裔——
特别是在危机来临时，这种做
法在美国历史久远，其根源是
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对白人力量
被削弱的恐惧。有些美国白人
经常鼓吹种族谬论，将其他族
裔描绘成比白人低下、肮脏或
危险的群体。

“医学种族主义”的结果往往
是误导公众去责怪少数族裔或外

国人，却忽视自身防疫措施，导致
疫情防控不力。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副教授金·伊·
迪翁专门研究过“疾病政治化”问
题。她指出，如果普通民众将一
种疾病看成是外国人才会有的，
他们就不会采取预防措施，自身
感染风险就会加大。

比如，此次疫情期间，曾有堪
萨斯州官员宣称其所在地区不需
要执行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因
为那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很安
全。

如果说在历史上的一些疫情
中，对少数族裔和外国人污名化
还有部分原因是人类对传染病原
理缺乏科学认识，那么在医学发
达的今天，这种行为则完全是政

客们为了掩盖自身抗疫失败甩锅
推责，利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偏见有意而为之。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齐默
尔曼认为，美国本可通过给更多
人接种疫苗、要求戴口罩等预防
措施来遏制新冠疫情，但在确诊
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些州，政客
们不是在努力改进人们的防疫
行为，而是对边境以外的人指指
点点。

南加州大学教授莫利纳说，
对政客们来说，责怪来自其他国
家的人，而不是选民或自己，总是
要容易得多。这种情况短期之内
是不会改变的。

（新华社华盛顿8月29日电
记者孙丁 杨士龙 张墨成）

惯于污名化

害人将害己

近日，游行者走过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以纪念新冠逝者。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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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赛就重赛，
我还能游得更快！
女子50米自由泳S11级决赛进行了重
赛，中国运动员包揽前两名

29日晚，东京残奥会女子50米自由泳S11级
决赛进行了重赛，中国运动员马佳、李桂芝依然包
揽前两名，塞浦路斯运动员卡罗琳娜依然名列第
三。金牌运动员马佳依然打破了世界纪录，29秒
20的成绩比27日第一次比赛的成绩还要快。

金牌、银牌，终于落袋为安。那么，为什么会
出现这项游泳比赛重赛的情况？

国际残奥委会发言人克莱格·斯宾塞28日的
解释是，在27日晚赛后，有选手提出申诉，表示因
比赛中发生选手接触影响了成绩，经审查后决定
该项比赛于29日晚重赛。

据了解，当时在比赛中，位于第五道的中国选
手李桂芝和第六道的荷兰选手在无意中发生接触。
赛后荷兰选手提出申诉，赛事裁判委员会审查后，决
定此项比赛需要重赛。比赛于29日晚重新举行。

斯宾塞说：“患有视觉障碍的运动员在比赛中
发生接触属于常见情况。”

根据世界残疾人游泳竞赛规则相关条款规
定，视力障碍运动员在比赛中若因出发或转身后
进入其他运动员的泳道或因离分道线太近而意外
犯规，裁判有权决定一名或所有运动员重新比
赛。如果意外犯规发生在决赛中，裁判可令决赛
重新进行。

上面这条规则解释了这场游泳决赛为什么需
要重赛。

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有实力不怕任何质
疑。中国队接受了重赛的决定，并进行了积极准
备。“27日晚游泳队赛后第一时间就与技术代表
进行了交涉，经由裁判团队商议决定，根据世界残
疾人游泳竞赛规则该项比赛需重赛。对此，我们
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重赛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游
泳队相关负责人说。

马佳在获得冠军后接受采访时说：“知道要重
赛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想法，还是要遵守组委会的
规定，积极配合，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在参加的第
一届残奥会拿到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非常
激动！”

“残奥会是最高水平的残疾人体育赛事，运动
员水平都很高，今天的比赛，我们的队员都尽了最
大努力。接下来，还有几天的赛事，我们将继续拼
搏，争取好成绩，为国争光。”游泳队负责人说。

（新华社东京8月29日电 记者赵建通 王亚
光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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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残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