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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展示时间及地点：1月4日至5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大院
内。特别提醒：本次拍卖的车辆附带海南省增量指标，如买受人需
在海南省登记过户的，符合海南省增量指标申请条件即可。竞买人
须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阿里拍卖平台《拍卖
公告》《竞买须知》。电话：13111923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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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29-1期）

受委托,定于2022 年1月10日10时至2022 年1月1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
com/）按现状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标的物名称

车牌号琼O12375丰田轿车一辆

车牌号琼BB2227奥迪A5轿车一辆

车牌号琼B0AT69奔驰轿车一辆

参考价（元）

63738.00

130051.20

112735.44

保证金（元）

12000.00

26000.00

22000.00

根据《海南省贵州商会章程》有关规定，海南省贵州
商会领导班子经2020—2021年度履职审定调整和三届
四次会员大会补选确认，有关成员已完成注册备案，现
予通告：

海南省贵州商会通告

海南省贵州商会

2021年12月29日

党支部书记、会 长：刘文军

监事长：董 文

执行会长：卢定华

常务副会长：雷 哲

党支部副书记、副会长：王 舸

副会长（按姓氏首字笔画排序，笔画相同按下一个

字笔画排序）：王立民 王 涛 冯 忠 冯枭汉

刘一凡 刘汝明 刘 洋 刘 俭 李 斌 杨成芬

吴远林 张建义 陈珊珊 周先桥 罗晨铭 郑 靖

林 瀚 赵应黔 夏以茂 殷忠新 梁 辉 彭贵阳

舒朝华

理事（按姓氏首字笔画排序，笔画相同按下一个字

笔画排序）：冯霄雨 张戈周应敏 周德 徐白云

秘书长：郑德刚

特此通告。

根据2021年12月28日股东会决议，海南海神崴医药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以存续的形式分立，海南海神崴医药有限公
司为存续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新设立海南广毓药业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分立后两家公司的股东及投资比例保持
不变。分立前公司的利润、债权、资产归存续公司所有，债务由存续
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45天内，本公司债权人可以向本公司主张清偿债务或在公司提
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分立后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天子 电话：18976255177
地址：海南省海口高新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一横路16号1#厂房

第3层
海南海神崴医药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8日

分立公告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月5日15时在海口市蓝天路金

银岛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三亚湾婚纱摄影服务中心西侧
（三亚湾7号公厕）两层建筑5年的租赁权。其中一楼一层出租面
积为10平方米；二楼室内出租面积为115平方米；二楼露台出租
面积为120平方米，总出租面积为245平方米。参考价：104.6711
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租赁要求：1.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及
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品牌咖啡馆经营店。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能力的法人可申请参加竞租。3.有意竞租企业，需具有良好的商业
信誉；良好的财务状况及支付能力等。4.租金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
具体以与出租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为准。标的物按现所处权
利现状和使用现状净价拍卖。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
1月4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4日17时（以竞买保证金到
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
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Ｂ802室。联系电话：18689812120
0898-68551218。

“三亚·地中海湾”项目44套房屋整体转让
项目编号：QY202112HN0318

受委托，按现状对三亚市“三亚·地中海湾”项目44套房屋整体
转让，具体情况如下：一、资产情况：标的建于2016年，位于三亚市天
涯区中海路“三亚·地中海湾”2#楼及3#楼共44套房，建筑面积合计
3757.94m2。二、挂牌价格为：12651.5817万元。三、公告期：2021年
1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四、联系方式：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3楼6号窗口，电话：林
女士 0898-88212428；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
话：李小姐 0898-66558023；海南省公告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28日

海南信程智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增资49%股权公告
项目编号: QY202112HN0322

受委托，现对海南信程智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49%股权增资扩
股，公开募集资金引进一名投资者，公告如下：一、海南信程智慧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截止
2020年12月31日，公司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78.03万元。二、本次
公司增资扩股49%股权引进投资者，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88.24万元。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金由300万元增至588.24万
元。三、公告期为2021年12月29日至2022年2月28日。增资方式、
对投资人的资格要求及增资条件等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 .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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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海口市龙昆北路华银大厦第八层
E区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32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华银大
厦第八层E区房产，建筑面积为381.32m2，挂牌价为236万元。

公告期：2021年12月29日至2022年1月26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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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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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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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人资格：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
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一）
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竞买
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致）。（二）竞买人注册
资本金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三）申请参加的竞买者须已阅知《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对于本宗土地约定的开工时间、投资、
产出、税收强度等相关内容的要求，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按照《竞买须
知》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产业规划，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主要用于石化产业项目（道路石油沥青储存加工
项目）。（二）参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
〔2018〕7号）文件确定的标准，要求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430万元/亩，
产出指标不低于5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35万元/亩开发建
设。（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
状交地后3个月内动工，24个月内前完成项目建设。从出让合同约定
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
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法
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项目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洋浦经济
开发区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应按照装配式建筑
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五、竞买咨询及报名期
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
可于2022年1月4日至2022年1月27日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
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1420室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或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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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取
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六、竞买保证金及资格确认：申请人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 年1月27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22年1月2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
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2022年1月19日8:00～2022年1月29

日16:00。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1月29日16: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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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
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
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30 ，下午
14：30至17：00。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一）出让宗地属存量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土地权利清
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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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
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
需条件。（二）挂牌期间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
同等条件下竞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
活动结束，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由注册在洋浦的公司于20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
地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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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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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应按法律、法规规定和洋浦经济发展局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三）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转为土地出让金，未竞得者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
个工作日内予以退回，不计利息。竞得者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
退还。（四）竞买成交后10个工作日内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布出让结果。
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等相关审批手
续后，方可动工建设。（六）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
告为准。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
道洋浦大厦1420室、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联系人：翟先生 邢女士；联系电话：0898-28829216 0898-
68593918；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21年12月29日

洋浦土告字〔2021〕05号

地块编号

2021-G-09

注：生产性配套设施根据相应的工艺生产要求及行业标准进行高度控制，非生产性配套设施高度≤40米，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
比重≤7%。

地块位置

洋浦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区滨
海大道三横路与港前路交叉口
西北侧，华信储备项目西侧

用地面积（m2）

58934.1
（约合88.40亩）

土地
用途

仓储
用地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4（建筑物层高超过
8米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

建筑面积加倍计算），
绿地率≤20%

出让
年限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094.0402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094.04025

西安本轮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811例

据新华社西安12月 28日电（记者雷肖霄
吴鸿波）记者从28日举办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2月 9日 0
时－27日24时，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811例。

2021年12月27日0时－24时，西安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175例，其中在隔离管控中发现105
例、在核酸筛查中发现69例、1例主动就医确诊。

12月27日12时，西安市启动了新一轮核酸
筛查工作，截至28日12时，共采样1231.70万人，
已出结果1134.78万人。在本轮核酸筛查中，共
设置采样点5077个，采样台11669个，投入采样
人员3.1万余人、服务保障人员13.29万人，日检
测能力达160万管。

西安通报6起涉疫违法案件
据新华社西安12月28日电（记者李浩 姚

友明）西安市公安局28日通报了6起涉疫违法案
件，分别涉及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案、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案以及寻衅滋事案。

警方通报的案件中，两人涉拒不执行紧急状
态下的决定案。12月27日，白某违反“不出户、
不聚集”防疫管控要求，欲离开小区时，工作人员
对其进行劝阻，白某辱骂工作人员并损坏防疫工
作指示牌，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给予白某行政
拘留十三日的处罚。另外一起案件中，柯某违反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破坏小区车库出口道闸后，强
行驾车驶离。西咸新区公安局沣东新城分局给予
柯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人因制造和传播涉疫
谣言被行政拘留。12月25日，罗某在网上散播

“某地凉凉了，大街上死了很多人”等谣言。就
在同一天，张某虚构“某村封控不让出村，村霸
纠集混混持刀砍医护人员，被民警开枪击毙”等
不实信息，在网络发布，扰乱网络传播秩序和社
会秩序。

北京疾控：

倡导市民在京过年
非必要不出京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侠克）北
京市疾控中心28日表示，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
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鉴
于国内外疫情现状，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导市民
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鼓励
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让留京、离
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
者张辛欣）记者28日从工信部获悉，
工信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印发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主流医疗装备基本实现有效供给，高

端医疗装备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明
显提升，初步形成对公共卫生和医疗
健康需求的全面支撑能力。

医疗装备是医疗卫生和健康事
业的基础。“十三五”期间，我国医疗
装备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20年市
场规模达到8400亿元。

“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医疗装

备生产制造基地，形成了一批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特色鲜明的
产业集群。”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
长王卫明说，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融合提速，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十四五”时期是
推进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时期。

他说，规划明确了 7个重点领
域，实施5个专项行动，采取6项保障
措施，推进医疗装备产业发展。

7个重点领域包括诊断检验装
备、治疗装备、监护与生命支持装
备、中医诊疗装备、妇幼健康装备、
保健康复装备、有源植介入器械，基
本覆盖了从防、诊、治到康、护、养全

方位全生命周期医疗健康服务装备
需求。

5个专项行动包括产业基础攻
关行动、重点医疗装备供给能力提升
行动、高端医疗装备应用示范基地建
设行动、紧急医学救援能力提升行
动、医疗装备产业与应用标准体系完
善行动。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印发

推进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工信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印
发的《“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
划》28日对外公开。其中明确提出，
加快智能医疗装备发展。智能医疗
装备助力，“十四五”智慧医疗发展有
哪些着力点？

医疗装备是智慧医疗的重要支
撑。工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期
间，我国医疗装备产业实现快速发
展，2020 年市场规模达到 8400 亿
元。市场主体活跃，推动产业创
新。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
来，我国医疗装备相关企业注册总
量持续上涨。以工商登记为准，
2021年已新增74.8万家医疗装备相
关企业。

“我们积极加强龙头企业、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
培育。”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
卫明说，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形
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我国
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医疗装备生产制
造基地。

“十四五”时期，信息化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加速信息技术融入医疗装
备产业，推动医学服务模式发展成为
重要方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
与信息化司一级巡视员齐贵新说，面
向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新
型医疗装备正成为全球医疗科技创

新热点。
在规划中，加快智能医疗装备

发展是“十四五”产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之一。其中，包括支持医疗装
备、医疗机构、电子信息、互联网等
跨领域、跨行业深度合作，鼓励医
疗装备集成5G医疗行业模组，嵌
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
新技术。

“我们还将鼓励行业企业聚焦
智慧医院建设需求，加快研制导诊、
门诊筛查、辅助检验、智能无接触式
扫描等医疗机器人，着力发展原创
性智慧医疗装备。”齐贵新说，“十四
五”期间，将推动运用5G改造提升
医疗卫生健康网络基础设施，搭建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医疗平台，推
进“5G+医疗健康”新模式发展，为
构建有序有效的分级诊疗格局打好
基础、做好支撑。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秘书长李志
勇认为，规划明确要提升紧急医学
救援保障能力，这其中，信息技术同
样大有可为。医疗装备行业将支持
生产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推动生产
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化转变，提
升应急医疗装备智能化水平。

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智慧诊疗，提
升对老年人医疗健康服务保障能力，
规划同样作出部署。比如，拓展医疗
健康装备服务链，建立健全重点人
群健康信息的自动感知、存储传输、

智能计算、评估预警等全程管理体
系等等。“还将加快研发基于机器
人、智能视觉与语音交互等的新型
护理康复装备，发展智能康复机器
人、智能助行系统等智能化装备，为

老年人日常生活提供更好助力。”齐
贵新说。

“下一步，还将推进居家社区级
新型医疗装备发展，探索在重点人群
生活区域，如家庭、公共场所等嵌入

医疗健康感知类装备，探索构建防、
诊、治、康、护、养一体的医疗健康服
务新模式。”王卫明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记者
张辛欣）

智能医疗装备助力

“十四五”智慧医疗发展有哪些着力点？

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声谷体验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一款智慧医疗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