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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
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发行站站长，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优异

者可放宽条件）；
（三）5年以上团队管理工作经验，从事销售管理、店面经营，

有发行/物流/电商/保险等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具有一定的策划/组织/沟通能力和具备团队协作与服务

意识；
（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吃苦耐劳、工作中能抗压；
（六）熟悉电脑办公系统。
二、岗位职责
（一）全面负责发行站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发行站高效规范

工作；
（二）负责拟定发行站相关管理规定及考核措施，完善规章制

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带领全站人员完成上级下

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严格落实与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做好发行站

经营业务及活动等风险管控；
（四）按要求制定发行站工作计划，组织员工培训和业务交流

指导，探索新业务的拓展及策划相关活动方案等。
三、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
com。报名时务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
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四、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五、待遇
五险两金；工资+奖金+N。
六、报名联系方式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
黄女士0898-66810583、符女士0898-6681695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2021〕08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1、竞买申请人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2、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存在欠缴土地出
让金、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地
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3、本次挂牌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
申请。4、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开发建设要求：1、该
宗地拟作为超高层大跨度空间重形异形钢结构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
使用，出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临高金牌港
开发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2、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临高县工业和信息服务中心签订《海
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3、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管理土地，
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4、土地
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00万
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达产时间为土地交付后4年内。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不低于底价且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竟得人。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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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至2021年10月20日到临
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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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并
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1年10月20日17时00分（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1年10
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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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2021年10月12日9时00分至2021年10月22日
10时00分。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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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
66793886；查 询 网 址 ：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2日

地块编号

金牌港JP2020-10号地块

地块位置

临高县金牌港园区

土地面积
（m2）
42978

用地规划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容积率

R≥0.7
建筑
系数
≥45%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24m

起始价
（万元）
1345

保证金
（万元）
1300

因G9812海琼高速公路清澜互通改建工程施工的需要，为确
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
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 2021年9月26日至 2022年1月27日。
二、管制路段：G9812海琼高速公路K59+080至K60+000清澜互通
上下匝道。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对G9812海琼高速公路K59+
080至K60+000清澜互通上下匝道采取全封闭的管制措施，由海
口往文昌市区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英城互通或文城互通驶出高速公
路；由琼海往文昌市区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迈号互通驶出高速公路；
由文昌市区往琼海（海口）方向的车辆可选择迈号互通或英城互通
驶入高速公路。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
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
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1年9月22日

关于G9812海琼高速公路清澜互通段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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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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甸岛独栋办公楼招租招商
6000m2办公楼，蔡先生18889271930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观 天下

据新华社喀土穆 9月 21 日电
（记者马意翀）苏丹主权委员会官方
发言人苏莱曼21日在推特上发布消
息说：“今天苏丹军队挫败了部分军
官发动的政变。”

当天中午，苏丹文化和新闻部长
兼过渡政府发言人哈姆扎·巴卢尔·阿
米尔说，属于前政权残余人员的部分
军官21日上午发动的政变已被挫败，

首都喀土穆局势已得到有效控制。
据悉，约40名军官参与了此次

未遂政变。参与政变者当天上午试
图控制位于首都的国家广播电台。
目前，部分参与政变人员已被逮捕。

苏丹军方2019年4月推翻时任
总统奥马尔·巴希尔领导的政府。数
月后，过渡政府以及由军方代表和平
民代表组成的主权委员会建立。

苏丹发生未遂政变
过渡政府表示首都局势安全可控

这是9月21日拍摄的苏丹首都喀土穆街头。 新华社/法新

日本两姐妹成为世界最长寿女性双胞胎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20日发布

消息说，经认证，日本人炭山梅野（音
译）和儿玉小梅（音译）成为有记载以
来最长寿女性双胞胎。截至9月1
日二人获得吉尼斯认证时，她们年龄
为107岁300天。

这对双胞胎1913年11月5日出
生于日本香川县小豆岛。二人同时打

破另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目前
健在的世界最年长女性同卵双胞胎。

这对姐妹打破了日本人瑞成田
金和蟹江银（又称金婆婆和银婆婆）
2000年以107岁175天高龄创下的
世界上健在的最年长女性同卵双胞
胎吉尼斯纪录。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太阳能房车亮相比利时布鲁塞尔

图为9月2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五十周年纪念公园拍摄的Stella Vita
太阳能房车。Stella Vita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理工大学的太阳能团队最新研
发出的一款太阳能房车。据介绍，该车在晴朗天气情况下最高可实现730千
米的续航。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9月 20 日电
（记者杨士龙）最新统计显示，美国
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20日已
超过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
死亡人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新冠累计
死亡病例接近470万例，美国病亡人
数已超过世界病亡人数的14%。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日16时21
分（北京时间21日4时21分），美国新冠
累计死亡病例675446例，累计确诊病例
已超4200万例。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曾表示，1918年大流感被认
为是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世界三
分之一的人口受感染，并造成至少5000
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67.5万人。

美国新冠病亡人数超1918年大流感
已超过世界病亡人数的14%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 9 月
20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8 届会
议举行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对话。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
使在发言中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等西方国家任意拘留问题表达严重
关切。

蒋端指出，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无
限期拘押疑犯，有关疑犯未经法定程
序裁判即被长期拘押，并持续遭受酷

刑和虐待。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离岸拘
留移民政策，拘留中心居住和医疗条
件极其恶劣，被拘押者身心长期遭受
摧残。加拿大无理任意拘押中国公民
孟晚舟女士超过 1000天，对中国公民

进行政治迫害，以此打压中国高科技
企业发展。中方敦促这些国家立即停
止任意拘留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加
拿大应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
的任意拘押。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举行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对话

中方敦促美澳加等国立即停止
任意拘留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指出加拿大应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

新华社联合国9月20日电（记
者王建刚 尚绪谦）正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的法国
外交部长勒德里昂20日指责美国“背
叛”盟友、澳大利亚“在背后捅刀子”。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本月15
日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美英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澳方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核潜
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决定中
止此前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采购
12艘潜艇的供应合同。

勒德里昂20日在纽约举行的记
者会上指责美方的做法是“野蛮行
径”。他强调，法美同盟关系必须保
持“透明”且“相互对话”，美国必须对
它的所作所为“作出解释”。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20日在电
话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
要求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以重
申他对美法同盟的承诺等。白宫新
闻秘书普萨基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说，拜登未来几天将与马克龙通话，
目前双方正在安排通话时间。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
恩德·朗格21日说，预计澳大利亚毁约
事件会影响欧洲联盟与澳方的自由贸
易协议谈判进度，因为澳方的信用受到
质疑。

“信任在消失。”朗格告诉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谈判关乎澳方对待协议的

“严肃度和可信度”，因此欧盟内部开始
讨论如何对待接下来的谈判，一些欧盟
成员可能要求在自贸协议中加入保障
条款。

他预计，对话和谈判将耗时更长，
协议不会在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签
署。

法国政府分管欧洲事务的国务秘
书克莱芒·博纳17日谈及欧盟与澳大
利亚的自贸谈判时说，法国已经无法信

任澳方。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日宣布建

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帮助
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而澳方决定
中止与法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常规潜艇
协议。

法方把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三方
的举动称为“背后捅刀”。法国外交部长
让-伊夫·勒德里昂曾以“谎言、两面三
刀、背信弃义和目中无人”描述这三个盟
友的举动。

勒德里昂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
国大会。他20日说，法国与盟友之间
出现“信任危机”，他取消了与澳大利
亚外长在纽约会晤的计划，也不打算
与美国国务卿专门会晤，可能会“在走
廊碰到他”。

法方先前还取消了法英国防部长之
间预订本周举行的会晤。

勒德里昂说：“我们以为单边主
义、不可预测、粗暴和不尊重伙伴（的
做法）已经过去了，但现在仍是这样。”

勒德里昂希望争取欧洲国家支持
法国立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欧盟国
家外长20日在纽约开会，讨论毁约事
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
塞普·博雷利说，与会外长明确表达了
对法方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
苏拉·冯德莱恩当天告诉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法国的遭遇“不可接受”，

“我们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
么这样”。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强
调，盟友之间必须确保“透明和信

任”，但“我们看到，透明和忠诚明显
缺失”。

按照米歇尔的说法，美国前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对待欧洲国家的态度“至
少很明显……在他看来，欧盟不是有用
的伙伴和盟友”。拜登政府发出“美国
回来了”的信号，现在却做出这种举动，
让他感到困惑。

“‘美国回来了’——这是什么意
思？是美国回到美国了吗，还是别的什
么地方？我们不懂。”他说。

美国和欧盟高级官员原定本月晚
些时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席新近
成立的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首次会议。不过，米歇尔透露，一些欧
盟成员已经要求推迟会期。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外长指责美国背叛盟友

信任没了，就什么都不好谈了

新华社日内瓦9月20日电（记者刘
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日发布《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
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至今年
的第12位，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
入经济体。

报告称，自2013年以来中国排名持
续稳步上升，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

者的地位，且每年都在向前十名靠近，这
“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
创新的持续重要性”。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单
位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专利数量高于
日本、德国和美国，如按专利总量计算则
更令人印象深刻，单位GDP的商标和工业
设计数量也是如此。不过在研究人员、高

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德
国和美国。

从创新集群的地理分布来看，今年全
球前十名与去年类似，只有微小变化。深
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列全球前
100个创新集群的第二和第三名，仅次于
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横滨集群，而上海
排名第八。排名前100的集群中，中国有

19个，仅次于美国的24个，但中国的集
群在科技产出方面的增长最为显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每
年发布一次，对132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
系统进行排名。与过去几年一样，瑞士、
瑞典、美国和英国的排名继续领先，分别
位列一至四位。今年进入前十名的还包
括韩国、荷兰、芬兰、新加坡、丹麦和德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已确立全球创新领先者地位

➡ 9月20日，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0日电（记
者胡晓光）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说，
当天彼尔姆国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
件是遇害者家庭和国家的悲剧，俄执
法机构将尽一切努力查明事件原因。

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20日发

生枪击事件，枪手现已被拘。俄卫生
部更正后的数据显示，事件共造成6
人死亡、24人受伤。此前有报道说
事件造成8人死亡。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新闻处表示，
经确认，当地的中国学生均安全无恙。

普京说将全力调查彼尔姆枪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