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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2日
首度承认他曾在2020年违反新冠防
疫规定参加酒会并为此致歉。约翰
逊所在保守党部分成员以及反对党
要求他引咎辞职。

试图灭火
约翰逊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接

受质询，首次承认他2020年5月参
加在首相府花园举办的一场酒会。

那时英国施行“封城”防疫规定，
严格限制社交聚会。

“我表示诚挚的歉意。”约翰逊
说，他当时认为那是一场“公务活
动”，参加酒会是为了感谢身边工作
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付出。

“2020年5月20日晚6时刚过，
我走进花园，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25
分钟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他说，

“事后看来，我应该让每个人都回去。”
按美联社说法，约翰逊没有明

确承认违反任何规定，道歉是为平
息众怒。

英国媒体10日曝光，约翰逊的
首席私人秘书马丁·雷诺兹组织上
述酒会。雷诺兹当时给超过100人
发送电子邮件，邀请他们“自带酒
水”参会，大约40名政府官员应邀
参加，包括约翰逊和当时还是他未

婚妻的卡丽。
这一消息引发众怒。媒体记者

10日询问约翰逊是否参加了那场酒
会，他拒绝回答，只说政府高官休·格
雷正在调查这类事件。约翰逊的新
闻秘书还说，首相没有收到那封邀约
参加酒会的电子邮件。

屡陷风波
保守党部分成员和反对党对约

翰逊的致歉并不买账。
保守党苏格兰地区领导人道格拉

斯·罗斯说，约翰逊“地位不保”，“我认
为他不能继续担任保守党领导人”。

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
说，约翰逊辩称没有意识到自己参加
的是一场聚会，这一说辞“荒谬”，是
对英国公众的“冒犯”。斯塔默和其
他一些反对党议员呼吁约翰逊辞职。

约翰逊政府多次曝出防疫丑闻，
饱受舆论批评。

英国一家电视台去年12月初播
出一段首相府职员2020年12月录
制的视频，显示首相府内疑似举办圣
诞聚会，违反当时防疫规定。视频在
互联网引发广泛批评后，约翰逊被迫
出面道歉。

去年5月，时任卫生大臣马特·
汉考克与已婚女助手在办公室举止
亲密、违反新冠防疫规定，被闭路电
视监控拍到。汉考克在媒体曝光后
道歉并辞职。

2020年3月27日，约翰逊宣布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当天，他的时任高
级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作为密切接
触者，却公然违反“居家令”，驱车几
百公里前往父母家中。卡明斯正是

“居家令”制定者之一。
英国民调机构11日公布的民调

结果显示，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约翰逊
应该辞职。

约翰逊 12日回应要求他辞职
的呼声，呼吁民众等待格雷的调查
结论。

“我无法预料当前调查的结论，
（不过）我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
确实没有做对，我必须承担责任。”但
是，约翰逊并未说明如果格雷发现他
有过错，他会怎么做。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约翰逊承认违规参加酒会

英国舆论敦促首相引咎辞职

这是1月12日在英国伦敦拍摄的约翰逊在英国议会下院接受质询的直播画面。 新华社发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2日
发布的一项预报显示，今后4周内美国
新增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超过6.2万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疾
控中心得出的集成预测数据显示，美
国新冠死亡人数将在4周内逐步攀
升，平均每天会有2624人因感染新

冠病毒死亡。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当前日均新增
新冠死亡1715例，累计死亡病例逾
84.2万例。

据疾控中心估算，全美当前新增
新冠病例中98.3%感染的是奥密克
戎毒株。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疾控中心预测

今后4周美恐有逾6.2万人死于新冠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
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 12日指
出，随着人们社交活动的增加，以及
春季流感病毒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
的流行，预计未来将大量出现新冠
病毒和流感病毒“双重感染”病例。

同时感染这两种病毒症状会更

严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
专家表示，冬季是流感高发期，

再加上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肆虐，同时感染流感与新冠的可能性
也在增加。由于相关数据有限，目前
尚不清楚双重感染是否会导致更严
重后果，但同时感染两种病毒可能对
人体免疫系统带来更大打击。

世卫组织强调，若想防止新冠
与流感双重感染造成严重后果，最
有效方式就是分别接种新冠疫苗和
流感疫苗，同时继续做好防疫措施，
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
加强室内通风等。

专家还建议人们注意防寒保暖，
适当体育锻炼，加强营养，增强体质。

如何预防新冠流感双重感染？

1月13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集安组织
维和部队在送行仪式上接受检阅。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秘书长扎斯
13日在阿拉木图市宣布，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从即
日起开始撤离哈萨克斯坦，并于10日内完全撤
出。哈方当天在阿拉木图市为集安组织维和部队
举行送行仪式。 新华社发

集安组织维和部队
开始撤离哈萨克斯坦

八国因拖欠会费而
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新华社联合国1月12日电（记者王建刚）联
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12日说，8个联合
国会员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在联合国大
会的投票权。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8个
国家分别是伊朗、苏丹、委内瑞拉、安提瓜和巴
布达、刚果（布）、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
阿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致联合国
大会的信件，11个国家已拖欠会费两年以上，其
中8个国家被取消在联大的投票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如果会员
国拖欠的会费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的会
费，它们就会失去在联大的投票权，除非可以证明
这种情况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

根据古特雷斯的信件，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索马里属于“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范畴，其
2022年的投票权仍可保留。同时，被取消投票权
的8个国家只要支付规定的最低金额，便可恢复
其投票权。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去年12月批准总额为
31.22亿美元的联合国2022年度常规预算。联合
国常规预算经费的分摊比例以各国支付能力为原
则确定。

广告·热线：66810888

上述拟转让的资产为法院裁定的抵债资产权益，有法院下达
的裁定书。

二、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
可承担购买标的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资产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交易对象须通过我司对于关联交易的相关审核。未通过关联交

易审核的，成交作废。
四、公告期限：2022年1月14日～2022年2月12日。对本次

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我
分公司有权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
竞价时间。

五、报名方式及时间：有受让意向者请于公告期限内通过阿里
拍卖平台进行报名，并按照相关规定或约定缴纳保证金。

六、联系方式：朱先生：0898-66734399，唐女士：0898-
66702447；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韩女士 0898-
6673466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序号

1

资产类型
琼海市嘉积镇锦绣山庄南侧商铺3号房、
9号房及上述房产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类型

房产及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权益类型

抵债裁定（〔2018〕琼96执90号之十五）

备注

未办理变更过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开竞价公告
我司拟在阿里金融资产拍卖平台（以下简称“阿里拍卖平台”）（网址：https://jinrong-paimai.taobao.com/）对拥有的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银海路锦绣山庄南侧商铺3号房、9号房及上述房产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海国用〔2008〕第0102号）等相关抵债资产权益进行
第二次公开竞价转让，现将公开竞价转让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转让标的资产情况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
保证人/出质人：海南飞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根据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固贷字第002号的《固定资
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
保字第002号-1的《保证合同》以及琼交银（三亚）2020年质字第
AJ001号的《股权质押合同》、琼交银（三亚）2020年质字第FF001
号的《股权质押合同》，我行对安吉县大年初一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
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因债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主合
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22年1月10日。债
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复利，共计人民
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其中，本
金人民币贰亿肆仟玖佰万元整，利息人民币捌佰壹拾贰万捌仟肆
佰壹拾陆元叁角贰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复利人民币叁
万肆仟伍佰零玖元贰角肆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自到期
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计收复利。
请贵司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依据保证合同、股权质押
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签发时间：2022年1月10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
保证人/出质人：毛剑峰

根据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固贷字第002号的《固定资
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
保字第002号-2的《保证合同》以及琼交银（三亚）2020年质字第
AJ004号的《股权质押合同》，我行对安吉县大年初一旅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
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因债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主
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22年1月10日。
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复利，共计人民
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其中，本金
人民币贰亿肆仟玖佰万元整，利息人民币捌佰壹拾贰万捌仟肆佰
壹拾陆元叁角贰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复利人民币叁万
肆仟伍佰零玖元贰角肆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自到期日
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计收复利。请
贵方立即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依据保证合同、股权质
押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签发时间：2022年1月10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
保证人/出质人：应军

根据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固贷字第002号的《固定资
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
年保字第002号-3的《保证合同》以及琼交银（三亚）2020年质字
第AJ004号的《股权质押合同》，我行对安吉县大年初一旅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
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因债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
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22年1月
10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复利，共
计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其
中，本金人民币贰亿肆仟玖佰万元整，利息人民币捌佰壹拾贰万
捌仟肆佰壹拾陆元叁角贰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复利人
民币叁万肆仟伍佰零玖元贰角肆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
自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计
收复利。请贵方立即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依据保证
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签发时间：2022年1月10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
保证人：三亚亚龙湾云天热带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根据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固贷字第002号的《固定

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琼交银（三亚）

2020年保字第YTPT001号的《保证合同》，我行对安吉县大年初

一旅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人民币贰亿

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因债务人不履行

还款义务，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

2022年1月10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

利息、复利，共计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

元伍角陆分。其中，本金人民币贰亿肆仟玖佰万元整，利息人民币

捌佰壹拾贰万捌仟肆佰壹拾陆元叁角贰分（暂计至2022年1月

10日），复利人民币叁万肆仟伍佰零玖元贰角肆分（暂计至2022

年1月10日）。自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

未付的利息计收复利。请贵司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依

据保证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签发时间：2022年1月10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

出质人：毛之鹰
根据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固贷字第002号的《固定

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琼交银（三亚）
2021年质字第MZY01号的《股权质押合同》，我行对安吉县大
年初一旅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人民币
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因债务人
不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
期日为2022年1月10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
金并结清利息、复利，共计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
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其中，本金人民币贰亿肆仟玖佰万元整，
利息人民币捌佰壹拾贰万捌仟肆佰壹拾陆元叁角贰分（暂计至
2022年1月10日），复利人民币叁万肆仟伍佰零玖元贰角肆分
（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自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
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计收复利。请贵方立即履行担保责
任，否则，我行将依据股权质押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

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签发时间：2022年1月10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

债务人/抵押人：安吉县大年初一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贵司与我行2014年4月28日签订的编号为琼交银（三

亚）2014年固贷字第002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
“贷款合同”）和编号为琼交银（三亚）2014年抵字第002号的
《抵押合同》，我行对贵司享有债权人民币贰亿伍仟柒佰壹拾陆
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

因贵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根据贷款合同约定，我行宣布贷款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22年1月10日。贵司应在
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复利，共计人民币贰亿伍
仟柒佰壹拾陆万贰仟玖佰贰拾伍元伍角陆分。其中，本金人民
币贰亿肆仟玖佰万元整，利息人民币捌佰壹拾贰万捌仟肆佰壹
拾陆元叁角贰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复利人民币叁万肆
仟伍佰零玖元贰角肆分（暂计至2022年1月10日）。

自到期日次日起，按贷款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
利息计收复利。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签发时间：2022年1月10日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 1月

19日00:00～04:00对5G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

统优化地区的5G用户移动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

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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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公司

2022年1月14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口市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B072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

为促进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的建设，提高海口市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市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B0724地块规划修改。修改内容如下：用地
性质调整为0802科研用地，确定地块规划指标：容积率≤ 2.0，建筑密
度≤ 25%，建筑限高≤ 40m，绿地率≥40%。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
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
间：30天（2022年1月15日至2022年2月15日）。2.公示地点：高新
区门户网站（http://gxq.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uyingying2@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
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王工。

海口和美新居实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
XY0713007-1地块安居型商品房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
药谷工业园XY0713007-1地块，申报方案拟建9栋住宅楼、幼儿
园及配套建筑，建筑退线满足控规及技术规定最小退线要求，建筑
间距满足消防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月14日至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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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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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XY0713007-1地块

安居型商品房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文城镇南阳居总体规划（2021～2030）暨控制性详细规
划》经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1月14日至2022年2月12日）。2.
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
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
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镇南阳居总体规划
（2021-2030）暨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