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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走近冬奥

新华社郑州1月10日电（记者
韩朝阳 张兴军）河南省安阳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10日紧
急提醒，当地8日筛查发现的2例核
酸检测阳性人员，经河南省疾控中心
实验室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显示两人
感染病毒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1
分支，经分析比对，与天津市津南区
现有本地疫情属同一传播链。目前，
河南正同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自2021年12月31日以来，河南
洛阳、许昌、郑州、周口、商丘、信阳、
安阳等地相继发现新冠肺炎阳性病
例。据河南省卫健委数据，截至1月
9日，河南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289例。

河南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若石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郑
州、许昌出现聚集性疫情，经基因测
序分析比对，许昌禹州市（县级市）疫
情与郑州疫情病毒基因序列同源性

高，病毒基因测序为德尔塔株。
截至1月9日，许昌市本轮疫情

已确诊160例，郑州市本轮疫情已确
诊92例，安阳市本轮疫情已确诊16
例。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
果，安阳市基本锁定本次疫情的感染
来源为2021年12月28日从天津市
津南区返回安阳市汤阴县的1名在校
大学生。但郑州市、许昌市的病毒来
源尚不明确，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根据流调轨迹，郑州市已初步排
查出牌友、丧宴、家庭三个传播链
条。许昌禹州市确诊病例中，多人与
当地一家陶瓷厂有关联。安阳市绝
大多数确诊病例为汤阴县育才中学
寄宿生，或其密接者。

疫情发生后，河南多地已升级防
控措施。截至1月9日，河南划定高
风险地区12个，中风险地区8个。安
阳市先后采取学校停课、暂停堂食、
公交停运等措施；1月10日起，当地

已将汤阴县育才中学、汤阴县古贤镇
大朱庄村划定为高风险地区。目前，
安阳市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1月9日起，许昌禹州市全域调
整为中、高风险区域，全部实行封闭
管理，限制人员流动，最大限度严防
疫情传播风险。同时，禹州于10日
上午开展第七轮全员核酸检测。

郑州市对部分地区实行分类管
理，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分
别落实足不出户、足不出区和有条件
流动等管理措施。1月5日起，郑州
已完成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目
前，正在金水区等9个区域开展第五
轮全员核酸检测。

河南多地已开通各类紧急求助
渠道，疫情封控区生活物资供应平稳
有序。春节将至，河南倡议广大群众
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不出省，省
外返豫来豫人员和省内重点行业人
员返乡实行报备制度。

河南同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1月10日，在禹州市永和苑社区，工作人员在穿戴消杀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新华社天津1月10日电（记者
张建新 白佳丽）记者10日从天津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天津
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31例、无症状感染者10例。其他新
增初筛阳性感染者待临床专家组进
一步核验后进行通报。

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卫生健
康委主任顾清介绍，截至1月10日
15时，天津已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
触者1152人、次级密切接触者685
人，均予以隔离管控。全部涉疫场所
均实施终末消毒。天津本轮疫情已
累计隔离管理约7.5万人。

据新华社天津1月10日电（记

者张建新 白佳丽）记者从1月10日
第164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1月10日15时，天津市已完成

全市核酸采样9624938人；已完成检
测的3427807人中，除报告的阳性感
染者外，其他均为阴性。检测工作正
在进行中。

天津本轮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31例
已完成全市核酸采样超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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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月10日电 （记
者宋瑞）记者10日从天津市商务局
获悉，为应对突发疫情，天津立即启
动群众生活供给保障联动应急响应
机制，发动大型批发市场、超市、菜
市场等市场主体提前组织货源，加
强备货。目前，天津市肉蛋菜等供
需保持基本平衡，蔬菜库存量由供
应全市2天水平提高至3—4天，米
面油存量由20天提高至30天。

据天津市商务局统计，天津的
超市和菜市场近两日进货量为平
日1.6至2倍。9日上午，因天津市
民短时间超流量集中采购以及菜
市场备货空间不足等原因，造成蔬
菜、鸡蛋、猪肉等部分商品短时缺

货，但各大超市及菜市场均及时补
货，当日下午市场供应已基本恢复
正常。

天津的肉、蛋、菜、盐、奶、瓶装
水、方便食品等储备企业已保持热
备状态，一旦需要，将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保证储备商品及时调出、迅速
投放市场，确保市场供应。

此外，天津市商务局加强市场
监测，随时掌握180余家生活必需
品企业销量、价格和库存情况，协同
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经营主体进
行宣传提醒，加大管理力度，维护生
活必需品价格稳定，对哄抬物价、恶
意涨价行为，予以坚决打击。目前，
天津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天津米面油存量
由20天提至30天

蔬菜库存量、超市菜市场进货量翻倍

河北投入500多台设备近2000名队员

铲冰除雪保障冬奥交通安全
新华社石家庄1月10日电（记者王民 冯维

健）近日，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支援的16台除雪设
备到达张家口，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交通铲冰
除雪保障队伍全部集结完毕。届时，将有500多
台设备、近2000名队员为张家口赛区交通安全畅
通提供保障。

据了解，冬奥张家口赛区交通铲冰除雪保畅
区域涉及267公里高速公路、2660公里干线公
路、215公里核心区公路和30公里场馆公路，这
些设备和队员分布在四类道路的节点上。

“冬奥会临近，各大比赛雪场正在抓紧造雪，
一遇到大风，就会形成‘风吹雪’，影响道路通行。”
负责张家口核心赛区30公里场馆公路除雪保畅
任务的“雪狼”团队负责人胡靖华介绍说，他们按
照“一路一方案”原则，制定了详细的除雪方案，配
备充足人员设备，全体队员24小时待命，现在每
天至少除雪1至2次。此外，还定期开展适应小
气候、小地形特点的铲冰除雪演练活动。

其中，云顶1号路和2号路坡度大、“S”弯道
多，铲冰除雪任务难度大。胡靖华说，团队专门配
备中小型四驱大马力除雪设备和破冰设备，挑选
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担此重任。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
已正式进入赛时闭环管理，在1月4日至22日试
运行期间，预计将会有17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媒体人员在主媒体中心提前开展赛前准备工
作。预计到赛时，场馆平均每天要接待约5000-
6000名注册文字、摄影记者和持权转播商。同
时，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媒体运行和新
闻宣传的总部也设立于此。

图为1月10日拍摄的主媒体中心大厅。
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 摄

走进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

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对拥有的广东南方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
处置，现面向社会投资者发布招商公告，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一、拟处
置债权资产情况：（一）债务人：广东南方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二）
债权金额：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户债权金额63,986,824.01
元，其中重组债务余额40,000,000.00元，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
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合计23,894,000.01元（上述重组债务、
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实际金额以相关判决书规定计算出的具体
金额为准），以及垫付实现债权（案件受理费等）的费用92,824.00
元。（三）担保及查封资产情况：1.抵押物：宁夏灵武市宁东镇黎羊公路
西侧宁夏宝塔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储油罐3万吨95号汽油抵押。2.
质押物：广东南方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宝塔石化有限公
司93.33%股权。3.连带责任保证人：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孙培
华。4.查封资产：（1）土地及房产：①孙培华名下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情
侣南路311号5栋101号房产；②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产
权证号为灵国用〔2016〕第 60025 号等 14 块土地、产权证号为
00020446等79套房产；③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产权证号为金
凤区字第2015088262号等3套房产及产权证号为银国用〔2015〕第
20298号土地。上述②、③资产均为轮候查封。（2）车辆：①广东南方
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名下车牌号为粤C09U57的车辆（未实际扣

押）；②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名下车牌号为宁A7H515等21辆
车（未实际扣押且刑事查封）；③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车牌号为
宁A97033等65辆车（未实际扣押且刑事查封）。（3）股票及股权：①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宝塔实业股票3.98亿股；②
广东南方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珠海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珠
海宝塔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广东南方宝塔置业有限公司、珠海宝塔橡
胶有限公司、湖南长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宝塔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宏
瑞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宝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珠海市宝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茂名西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宝塔（厦门）石化有
限公司、广州宝塔石化有限公司的股权；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宝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孙培华持有宁波茂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夏宝源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盛八墅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广东南方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宝塔商学院有
限公司的股权。上述资产均为轮候冻结。（四）诉讼执行情况：目前案
件因财产涉及刑事查封无法强制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欢迎广大意向投资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与我司进行洽谈：联系人：
朱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34399，何女士，联系电话：0898-
66702447；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500至K5+
900段改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海口三永（三江至永兴）公路工程新建昌盛互通在G98环岛高
速公路进行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
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2年1月14
日至2022年5月30日（其中2022年1月24日至2月17日不作业，恢
复正常交通）。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5+500至K5+900
段（海口境内）。三、管制方式：（一）2022年1月14日至2022年3月
20日（其中2022年1月24日至2月17日不作业，恢复正常交通），封
闭G98环岛高速K5+500至K5+900段左幅（定安往海口方向）车道，
由定安往海口方向的车辆借右幅车道通行，右幅（海口往定安方向）车
辆经施工便道通行。（二）2022年3月21日至2022年4月20日，封闭
G98环岛高速K5+500至K5+900段右幅（海口往定安方向）车道，由
海口往定安方向的车辆经施工便道通行，左幅（定安往海口方向）车辆
正常通行。（三）2022年4月21日至2022年5月30日，封闭G98环岛
高速K5+500至K5+900段右幅（海口往定安方向）应急车道，第一行
车道和第二行车道正常通行。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
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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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9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市金盘3楼传输
机房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传输的业
务使用将受影响7个小时，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1月15日00:00～7:00对海口市金盘路等地区
的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2年1月16日00:00～7:00对海口市金盘路等地区
的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2年1月11日

海口市国兴CBD富力首府天盈广场写字楼
招商租赁公告

富力首府，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CBD、大英山金融集聚区。紧
邻日月广场商圈，政务、商务、文化、交通等省级资源环伺。项目建
筑面积约66万m2，涵盖高端写字楼、高端住宅、鎏金商业街等业
态，其中写字楼集群建面约27万m2，可为金融企业、成长型企
业、世界500强等全球优质企业入驻海南自贸港提供高品质的办
公空间。

天盈广场，富力首府首期交付现房写字楼。紧邻城市主干道
国兴大道，总建面约3.8万m2，涵盖LOFT办公/平层办公/商铺等
产品业态。定位金融科创中心，特色提供一站式招商运营服务，致
力通过一站式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富力首府天盈广
场，现房写字楼，建面53/73/212m2灵活办公空间，租金110元/
m2/月起，诚邀全球名企进驻。招商热线：18689577448。

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1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
1.315KVA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价为36451元；
2.125KVA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价为23037元。
公告期为：2022年1月11日至2022年1月24日。对竞买

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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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 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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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1日

粮所仓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1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1.海
口市灵山墟粮所3间（1、2、3号）仓库；2.海口市演丰镇粮所桂林洋
分站仓库1-1、1-2号；3.海口市谭文粮所仓库2-1号；4.海口市东
山粮所仓库1-1、1-2号；5.海口市大坡粮所仓库。二、招租价格：
701元/月、3149元/月不等。三、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
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四、公告期：2022年1月11日至2022年1月24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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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66558007麦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11日

关于收回共管账户剩余资金的通知
海南集瑞贸易有限公司并董事长冯杰：

根据上级单位海南省农垦总局《关于同意一供公司收回委托
给集瑞公司国有资产经营权的通知》（琼垦局发〔2020〕1 号），经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同意亿供公司收回其与集瑞公司共管账户剩余资金
的批复》（海垦商企发〔2022〕1号）批示，现我司正式启动收回你我
双方共管账户中的剩余资金工作。

2014年11月，我司与你司为管理使用好原海南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现更名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拨付的1680
万元“两保费”补偿金，该《协议书》第一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该补偿
金的使用原则、用途及监管责任和义务“该补偿金专项用于乙方参
股的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养老和医疗保险费资金缺口支出，甲乙双
方对该专项资金使用进行监管”。现该专项资金已完成其历史使
命且已无须再从该资金中列支，我司郑重声明：坚决贯彻执行琼垦
局发〔2020〕1 号文件精神，保证你司剩余（或随时增加的按政策规
定需要缴交的人员）已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两保费”依法、按政策
规定继续缴交至其退休或规定年限，请你司无须对此保证事项存
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忧，也请你司广而告之有关股东，以维护这些股
东这方面的权益。需要明确的是，该资金纯属国有资金，其归属和
使用依法受国家法律保护，鉴于此，继续以你司名义存放于银行不
符合国有资金的公有属性且不安全。

现我司郑重通知：我司依据上级批复正式收回该共管账户的
全部资金（因你司拒绝我司的监管，实际数额以银行记载的金额为
准），请你司于收到本通知五日内配合我司将账户中剩余的全部资
金转至我司。

我司户名、开户行和账号如下：
户名：海南省农垦亿供实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金宇支行
账号：266264591436

海南省农垦亿供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恒福佳庭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绿洲路西侧，属《海口市金牛
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1-28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地上
20-21层,地下1层的住宅楼，送审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
求；建筑西侧退用地红线为10.30米，满足高层建筑最小退线要
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 1月11日至1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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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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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恒福佳庭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东辰佳缘项目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以西，拟新建2栋高层住宅
楼及1栋高层酒店商业楼，总用地面积 10994.02m2。项目拟采用
装配式技术进行建造，项目已通过市住建部门组织的装配式建筑专
家评审会，装配率符合《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
过地上装配建筑面积3%的建筑面积奖励（奖励面积不计容积率），
奖励后拟建总建筑面积48512.47m2，地上建筑面积34618.72m2，
地下建筑面积13893.75m2（数据以最终批复为准）。现根据装配式
建筑奖励要求进行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月11日至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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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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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辰佳缘项目装配式建筑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
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18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1月21日17:00（以到账为准），

公司股东若要参加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2022年1月22日17:00。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月21日止，于标

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2年1月22日17:00前到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

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

款）、第202201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

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为工
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04）和
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过户前，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负责清偿原有债权债务；4.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5.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现规划为商
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于三亚
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
jhgh/202006/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6.本
场拍卖会开通远程竞价绿色通道，竞买人可通过微信或者电话委托
出价，有需要的竞买人可联系拍卖公司；7.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
考网址：http://www.sanyawanmei.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

（第202201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