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郑州1月11日电（记者刘怀丕）
记者从河南省许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截至1月10日24时，许昌禹
州市本轮疫情共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4例，
目前已全部闭环转运至省定点医院救治。在
234例确诊病例中，临床普通型34例，轻型
200例。

据介绍，禹州市组建了150个流调组，采
取“大数据+网格化”手段，全力开展流调溯
源。截至1月11日12时，禹州市本轮疫情共
排查密接者5742人，次密接者5124人。

河南禹州市本轮疫情共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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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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洛杉矶城A、B座1层101-1号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0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76-1号（滨
海大道与丽晶路交叉路口）海口洛杉矶城A、B座1层101-1号房
产，招租面积742.75m2，挂牌底价61649元/月租金，竞租保证金
30万元。租赁期为5年，用途为商业经营。

公告期：2022年1月12日至2022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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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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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施女士；电话：
0898-65237542，李女士；电话：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12日

药谷人才房（北区）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以
南、永万路以西、药谷一横路以北，项目于2021年10月批建。现建
设单位申请调整建筑单体户型、首层平面布局等内容。方案调整
后，各项规划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月12
日至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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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药谷人才房（北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32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湛江仲裁委员会〔2021〕湛仲
字第1253号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康
伟、陈艳与被执行人周娜、谭瑞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国内非涉外
仲裁一案，申请执行人王康伟、陈艳申请强制执行将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凤翔街道三峰社区凤翔东路156号盛世一品2号楼17-18
层1706房（跃层）［不动产权证号：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5208号］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至二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
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海南昌江鸿启实业有限公司叉河水泥分公司及海南昌江鸿启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琼9026民初
7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贵方须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我司支付货款430万元及利息。现我司就前述货款中的人民币
1320326.61元部分从《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度粉煤灰、
脱硫石膏与炉底渣供应合同》及《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东方分公
司2018年度粉煤灰、脱硫石膏与炉底渣供应合同》项下保证金中予
以一次性扣除。

特此函告。
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告知函

2021年12月31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海南分公司”）与海南同创正元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正元”）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中国华融海南Y21210018-7号），华融海南分公司将其对公告
附表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同创正元。华融海南分公司与同创正元特联
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义务承担相关各方。

同创正元作为上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同创正元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同创正元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借款人名称

海南中服进出口有限
公司

大印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华侨经济实
业开发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出口发票融资额度合同》〔琼
交银（营业部）2014年出口发
票字第0001号〕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琼交银
（琼 海）2014 年 流 贷 字 第
DYJT001号〕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抵押借款
合同书》〔琼交银（95）031号〕

担保人

1. 王强、张国华；2.
张淑英、王永达。

1.海南大印保税物
流有限公司；2.海南
龙盘园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3.海南大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4.大棒集团有限
公司；5.王棒；6.彭
松琴；7.王鹏；8.梁
丹；9.王雅琪；10.原
泉；11. 王彩叶；12.
王清。

海南大通房地产总
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1.《最高额保证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4年最高额保字第
0011号〕
2.《抵押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5年抵字第ZF0003号〕
1.《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DYBS001号〕
2.《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LPY001号〕
3.《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DYDC001号〕
4.《抵押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抵押字第DBJT001号〕
5.《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WB001号〕
6.《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PSQ001号〕
7.《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WP001号〕
8.《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LD001号〕
9.《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WYQ001号〕
10.《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YQ001号〕
11.《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WCY001号〕
12.《保证合同》〔琼交银（琼海）2014年保证字第WQ001号〕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抵押借款合同书》〔琼交银（95）031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
同创正元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本人陈思彬（身份证号：441522199504050116）系海口鼎宏农
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持有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34%的股
权。因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公司与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下称“海口兴业”）签署了《债权转让
协议》［编号：兴银琼（债转）字2019第001号，下称“债转协议”］，该笔
债权作为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项下重要核心资产，该笔资产
的处置须按照《公司法》规定和有关股东会决议的要求，经过公司全
体股东同意，并出具股东会决议的处置决议才能生效。

另，根据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公
司对外转让或处置所享有的债权等重大资产，或者与债务人达成
和解协议，必须由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就此形成股东会决
议。未经以上程序，对外转让、处置债权等资产，或者与债务人达
成和解协议的行为，均属无效，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均由行为人

与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
并，根据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全

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
由双方指定人员开立银行保管箱进行保管。为避免争议，任何一
方提出前述印章挂失或刻制新印章时，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
签署书面意见，方可向公安机关申请挂失或刻制。

现郑重告知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债务人（三亚寰保实
业有限公司等）及该笔债权的意向受让方，若该债权转让没有经
过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并就此形成股东会
决议，该笔债权的转让本人不予认可。为避免意向受让方的利益
受到损失，本人特此向意向受让方及债务人进行公告及声明！

声明人：陈思彬
2022年1月11日

关于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外处置债权的声明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飞翔汽运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D07J11）：

因你公司名下货运车辆在公路上超限运输行驶

2021年10月21日被本机关查处，根据《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

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拟对

你公司作出罚款19000元的行政处罚。因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陵综执（交运）违通

〔2021〕305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

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月12日

附：《违法行为通知书》陵综执（交运）违通〔2021〕

第305号

联系人：王海锋 联系电话：17700917126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路259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
案号：陵综执（交运）违通〔2021〕第305号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飞翔汽运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你（公司）聘用司机莫兆纬于2021年10月21

日16时54分，驾驶琼A79335号集瑞联合牌重型自卸货车从万宁市日
月湾月岛工地装载石渣运送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盐尽村，2021年
10月21日经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称重仪对该车进行超限
检测，车货总限重：31吨，实测车货总重量：69.48吨，琼A79335号货车
已超限：38.48吨，在公路上超限运输行驶的行为，违反了《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的
规定，本机关拟作出罚款19000元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
规定，你（单位）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本
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
位）有权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
逾期不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的权利。

（注：在序号前□内打“√”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路259号 邮编：572400
联系人：王海锋、吴少东 联系电话：83381615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印章）
2021年12月20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应战奥密克戎！8日24时，天津
市新增2例本土病例确认为奥密克
戎变异株感染。9日7时起，天津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10日，河南省安
阳市确认当地此前发现的2例病例
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与天津疫情
属同一传播链。

随着奥密克戎成为部分国家主
要流行毒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
续增大。奥密克戎在全球迅速扩散
的同时，毒性是否有所减弱？已有疫
苗效果是否依旧？未来如何更好地
进行精准防控？记者对此进行梳理。

病毒毒性是否减弱？
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证明

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多项研究
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
快、隐匿性强的特点，但目前引发的
肺炎症状相对较轻。

日本和美国多名科学家一项联
合研究显示，相比以往毒株，仓鼠和
老鼠感染奥密克戎后的肺部损伤小，
死亡几率也在降低。

我国香港的科学家在研究新冠

肺炎患者的肺部组织样本后发现，奥
密克戎在这些样本中的“生长”速度
比其他毒株慢。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应对官
员阿卜迪·马哈茂德4日对外表示，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奥密克戎毒株引
发上呼吸道感染，与其他引发严重肺
炎的毒株不同。“但我们仍需更多研
究加以证明。”这名官员同时补充。

尽管已有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感
染病例症状总体较轻，考虑到疫苗大
规模接种、部分感染地区年轻人口多
等因素，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出病毒毒
性减弱的结论。

美国3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
破100万例，创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的新纪录。研究人员指出，即便奥
密克戎毒性减弱，但传播力增强，如
果病例持续激增，住院和死亡病例数
仍会继续上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日公
开表示，尽管奥密克戎与德尔塔相
比，引发重症的风险显得较低，但这
并不意味着应把它归为“温和”一类。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对外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不同
的国家目前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认为
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的观点目前
尚无科学依据。

疫苗效果如何？最新
研究认为至少可避免重症

世卫组织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新冠重症病例中，90%的患者未
接种新冠疫苗。同时，越来越多研究
发现，在已接种疫苗的群体中，奥密
克戎引发重症的风险显得较低。

接受采访的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介绍，奥密克戎携带大量的刺突蛋白
突变，可能导致其逃避疫苗免疫能力
增强。不过，部分研究已发现，接种
新冠疫苗或者在过去6个月内感染
过新冠肺炎的人，体内仍有较多T细
胞组成第二道防线，可阻击奥密克戎
并保护人体免遭重症。

上述专家表示，研究显示，新冠
灭活疫苗加强针接种后，抗体的滴度
迅速上升，且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有助于较好地预防变异毒株。相比
其他毒株，奥密克戎使得疫苗效果折

扣更大，所以特别需要打加强针。
张文宏认为，部分国家之所以

“硬闯”这波疫情，且病死率控制在较
低水平，其底气主要来自较高的新冠
疫苗接种率。疫苗在新冠疫情防控
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疫情未来走势怎样？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国家卫健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
专家研判认为，我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仍然
有效。

应对境外输入的德尔塔时，我国
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有
效控制了疫情。这个过程中，总结了
不少防控经验，包括提升疫情防范和
早发现能力、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
队伍作用等，可以同样用来“对付”奥
密克戎。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戴口罩
仍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
奥密克戎同样适用。此外，还要勤洗
手、做好室内通风、做好个人健康监
测等。

中医药也在积极作为。9日，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精心
煎煮的预防汤剂7000余袋，第一时
间分发给一线工作人员及密接隔离
人员。

奥密克戎来袭，张伯礼院士等相
关专家连线本土儿童病例诊疗团队
及欧美、非洲等输入病例诊疗团队，
发现与此前患者相比，奥密克戎变异
株新冠肺炎患者初期显示出较明显
的外感风寒征象，中期表现肺热症
状，伴随气阴两虚。

张伯礼表示，要做好中医诊疗方
案和康复方案的修订工作，结合季节
因素和儿童体质特点，发挥中西医结
合优势，给患者特别是儿童病患最好
的医疗照护。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
们一切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强调，只要坚决贯彻“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把
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就一
定能够早日控制住疫情。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奥密克戎再研判：

毒性是否减弱？疫苗还有效吗？

哈萨克斯坦总统任命新总理
并宣布一揽子改革措施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11日电（记者张继
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1日签署总统令，
任命阿里汗·斯迈洛夫为新一任总理。托卡耶夫
当天还宣布了一揽子改革措施，涉及政治、安全、
经济等多个领域。

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托卡耶夫提交的由斯迈洛夫出任新一
任总理的提案。随后，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正式
任命斯迈洛夫为总理。斯迈洛夫曾历任哈财政部
副部长、统计局局长、总统助理等职务。2019年2
月，斯迈洛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据哈通社消息，托卡耶夫当天还宣布了一揽
子改革措施。在安全领域，哈萨克斯坦将重组武
装力量、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推动执法系统
改革，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维
护宪法秩序和国家主权；在政治领域，将加强政府
同民众之间的直接对话，议会议员及各级政府官
员将暂停涨薪；在经济领域，托卡耶夫责成政府制
订2022年行动计划、研究出台系统性防通胀措
施、稳定金融和外汇市场并恢复投资者信心。

托卡耶夫当天在议会下院全体会议上还宣
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的任
务已完成，维和部队将在两天后开始分阶段撤离
哈萨克斯坦，撤离过程将不超过10天。

据新华社西安1月11日电（记
者张思洁 蔺娟）记者从11日举行的
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西安市本轮疫
情形势整体平稳向好，西安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就疫情滞留人员有序离市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吕永鹏介绍，疫情滞留人员有序离
市具体政策为，滞留在中高风险地
区及所在区县（开发区）的人员，严

格限制离市；滞留在其他区县（开
发区）的人员，非必要不离市，确需
离市的，须经街道办（镇）或开发区
批准，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和健康码“绿码”离市。符合
条件的人员向所在社区（村）提交
离市申请，由社区（村）进行初审，
街道办（镇）复核批准后，发放离市
证明。未托管街道办（镇）的开发
区由开发区指挥部复核审核，发放
离市证明。

西安出台疫情滞留人员离市政策

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10日在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当晚，中国国家馆
举办了精彩的馆日文艺晚会。

图为 1月 1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世博会拍摄的中国国家馆日文艺晚会上的合
唱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迪拜世博会
中国国家馆日文艺晚会举行

1月10日，
由许昌政府部
门出资采购的
蔬菜包陆续装
车并发往禹州
市。图为在禹
州市寨子社区，
工作人员将蔬
菜包卸车。

新华社发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