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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12月19日10时在淘宝网公开拍卖：海口市龙华区

金贸中路格林梦小区C1栋别墅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680.91m2，
参考价10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拍卖告知：1.自第三年起
每年租金上浮5%；2.装修免租二个月；3.租金押二付三；4.请注册
淘宝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认真阅读《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
报名参与；5.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所在地展示，竞买人须自行
勘验；6.请点击淘宝网—司法拍卖-资产交易频道，搜索“京海国
际拍卖”进入查看，也可关注“京海拍卖”公众号。

拍卖预告：海口市滨海大道121-8号信恒大厦第401号房
产，建筑面积994.25m2；第5层房产，建筑面积1267.79m2，办公性
质。参考价16800元/m2，毛坯，股权交付。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话：18889289611 68520771

受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委托，定于2021年
12月15日10时起至2021年12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
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com/haiguan.html）按现状
公开拍卖：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二环路与玉堂北路交汇处东北
侧“正光观海花园”小区1号、2号、4号、6号、8号楼共40套房产。

特别说明：
1、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

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时，买卖双方应缴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
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2、标的物所在小区目前正在建设中，部分楼栋尚未建设，6、8
号楼尚未完工，小区配套尚未完善，尚未办理竣工验收及未办理产
权证。标的物所在小区，涉及的法律纠纷较多，且标的物所在宗地
土地使用权已被法院部分查封。拍卖成交后能否完工验收和办理
产权登记无法确定；若出现不能完工验收、不能办理产权登记的风
险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2021年12月13日至14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

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公告的相关文件《房地产
估价报告（海南瑞衡房估报字【2021】第0931号）》、《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

电话：0898-68515206 15607579889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1202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1幅市美安科技新城B0307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
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307地块，土地面积为118288.18平方米（约
合177.43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中：安居型商品住房配建
比例为10%)，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
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根
据高新区管委会（海高新函〔2021〕558号），该宗地用地性质为二类居
住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建筑限高≤60
米，安居型商品住房配建比例为10%。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65603.452万元（楼面地
价7000元/建筑m2），最高限制地价为190443.9698万元（楼面地价
8050元/建筑m2）。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
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165603.452万元。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
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
款。（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建设美安配套居住项目，建设
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四）该宗地项目建设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
定。（五）本宗地采用“单限单竞”方式挂牌出让(规则详见海南省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挂[2021]085号)，即限成交地
价、竞无偿移交政府的市场化商品住房面积。（六）本宗地配建的安居
型商品房，须按安居型商品房管理规定及市住建局（海住建保〔2021〕
262号）要求执行。（七）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6个月内开
工建设，30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八）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
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
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其他开发建设要求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相关文件。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
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
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
[2020]1753号）文件规定，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2、

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
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
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
使用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
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相关文件。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
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
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寄、
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12月2日09
时00分至2022年1月4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
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
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
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
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
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
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4日16时00分。（五）资格确认。竞买
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
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
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
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
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12
月24日09时00分至2022年1月6日12时00分。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
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
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
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
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1年12月24日09时00分至2022
年1月6日16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
及14:3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
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
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六、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黄先生、陈女士、卢女士、李女士；联系电话：0898-
68531700；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二）CA证书办理咨
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
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日

网挂【2021】085

11月30日，在刚刚发生枪击事件的美国密
歇根州牛津镇，家长接走聚集在停车场的学生。

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一所高中11月30
日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援引警方的话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底特
律以北约50公里的牛津镇。 新华社/美联

美国发生一起校园枪击事件
致3死8伤

新华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 美
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11月30日
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采访时说，取消中美贸易争
端中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有助

于缓解美国通胀压力。
雅各布·卢表示，对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并非处理美中贸易问题的有
效方式。当前通货膨胀带来新挑战，取
消这些关税有利于缓解美国通胀压力。

CNBC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的一份报告说，2021年年初，美国
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按贸易加
权计算平均为19.3%，远高于2018年
年初的3.1%。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一份报告认
为，对华加征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
90%以上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雅各布·卢表示，美国公众对通货
膨胀反应强烈，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谨

慎决策，确保应对通胀的措施不会拖
累经济复苏。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10月美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6.2%，是
1990年11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美国前财政部长：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有助缓解美通胀压力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30日电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1月30
日说，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新冠
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
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
重负担，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生
不利影响。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组
织26日将奥密克戎毒株列为“需要
关注”的变异毒株，此后越来越多的
国家采取临时限制旅行措施，包括禁

止来自南部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发
现该毒株国家的旅客入境。

世卫组织认为，全面旅行禁令无
法阻止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只
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重负担，
抑制各国报告和分享新冠流行病学
和测序数据的积极性，进而对全球抗
疫努力产生不利影响。世卫组织同
时建议，身体不适或高风险人群，包
括60岁及以上人群或有合并症者，
应推迟旅行计划。

荷兰防疫部门11月 30日说，
11月19日和23日从两名患者身上
采集的样本被确认含有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其中一人近期没有
出过国。

荷兰之前首次报告发现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的时间为11月26
日。最新发现表明，这种新毒株出
现在欧洲的时间比先前认为的更
早，传播链也有待进一步查明。

南非11月9日首次从病例样本
中 检 测 到 新 冠 病 毒 变 异 株
B.1.1.529，同月24日向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这一发现。世卫组织11月
26日将其命名为奥密克戎毒株。

11月26日从南非约翰内斯堡、
开普敦分别飞抵荷兰的航班上，共
数十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其中14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荷
兰当局当时以为这是本国首批奥密
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然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
研究所11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1月19日和23日从两名荷兰患者
采集的样本检测发现奥密克戎毒
株。据荷兰广播节目公司报道，其中
一人到过南非；另据法新社报道，另
一名患者近期没有境外旅行史。

奥密克戎毒株首先由南非研究
人员发现，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高度
变异的毒株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传
播的确切范围和时长。美联社解读，
欧洲较早病例的发现或许有助厘清
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的“时间线”。

除了起源与确切传播范围，奥
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和致重症率是

否更高、现有疫苗可否有效抵挡等
问题，也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有
美国专家认为，要掌握更多有关奥
密克戎毒株的情况，还需数周时间。

目前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通报检测到奥密克戎毒株，几乎
涵盖各大洲，病例总数超过 200
例。专家预计，这一数字可能“迅
速变化”。

巴西11月30日通报，两名从南
非旅行归来的人员同月25日检测
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成为拉丁美
洲地区最先发现的病例。日本也于
11月30日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措
施生效当天通报首次发现奥密克戎
感染病例，涉及一名来自纳米比亚
的外交人员。

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荷兰发现更早奥密克戎病例
其中一人无境外旅行史

这是12月 1日在澳大利亚悉
尼机场拍摄的旅客。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1月
30日宣布应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毒株的进一步预防措施，包括对于
此前14天内到访过南非、莱索托等
8个非洲国家的国际旅客采取14
天强制隔离。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传
播范围扩大之际，美国制药企业莫
德纳、强生和辉瑞公司分别披露，
已经着手研发针对这一新毒株的
疫苗。

英国《金融时报》11月30日援
引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特凡
纳·邦塞尔的话报道，现有新冠疫苗
抵御奥密克戎毒株的效力相对德尔
塔毒株较弱。莫德纳公司正在试验
加大现有疫苗剂量能否提高对抗奥
密克戎的效力，同时研究专门针对奥
密克戎的疫苗。他说，新疫苗可能需
要几个月时间才能面世。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
布拉说，辉瑞公司正在试验现有疫苗

对抗奥密克戎的效力，同时着手研究
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他不认为试
验将得出现有疫苗完全无效的结论，
但抵御效力可能较差，意味着可能需
要研制新疫苗。

法新社报道，强生公司11月30
日也说，正在研发一款专门针对奥密
克戎的疫苗。

不过，欧洲药品管理局局长艾梅
尔·库克说，尽管奥密克戎正在扩散，
现有疫苗仍可以提供保护。

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尚无这一变
异株传播力、致病力、二次感染风险
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数据。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多家药企着手研发
对抗奥密克戎的疫苗

澳大利亚收紧边境政策
应对奥密克戎毒株

伊朗：
伊核协议维也纳会谈各方同意
优先考虑取消对伊制裁问题

新华社德黑兰11月30日电 伊朗副外长兼
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11月30日表示，
伊核协议相关方2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启
会谈的第一天同意把取消对伊制裁问题作为谈判
优先考虑事项。

巴盖里说，解决对伊朗的不公正和非法制裁
必须是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首要问
题，这是第一天会议达成的共识。

这是11月29日在英国南安普敦港口拍摄的
集装箱和货船。

货物供应不足、商品价格上涨、节日折扣减少
……今年圣诞节来临前，英国消费者不得不面对
供应链延迟和通胀加剧带来的双重压力。英国零
售商协会首席执行官海伦·迪金森说：“从农场到
分销领域，整个供应链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正推高
成本，造成货架上出现一定的缺货。” 新华社发

英国民众圣诞节前感受
供应链和通胀双重压力

世卫
组织

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
奥密克戎毒株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