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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以下开户单位：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商财富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海南屯昌明球生物科学延寿有限公司，海南屯昌三荔农产
品加工有限公司，海南圣大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屯昌盛威投资

有限公司，屯昌华芳槟榔种植专业合作社，屯昌华柏槟榔加工
专业合作社，海南一带一路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增耀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在我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连续1年以上未发生
收付活动，请于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我行办理相关手续，逾
期我行将认定该账户为久悬账户。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屯昌县支行
2022年2月14日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分部）海南开放大学
（原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开放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
校。教学点覆盖全省各市县,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
本、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
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海口学院 66291403，三亚学院

88214928，儋州学院（含洋浦）23588485，琼海学院（含万宁）
62819613，文昌学院（含定安）63299166，东方学院（含昌江、乐
东）25583266，五指山学院（含陵水、保亭、屯昌、琼中、白沙）
13637593992，精英学校（海口琼山）31329729，智天下培训（海
口秀英、临高、澄迈）18789917890，旅经贸学校（海口龙华）
66987577。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开放大学
远教大楼10楼1003室海口学院

◆校本部咨询电话：66291403、66272310。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3月11日

椰海明珠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红星迈仍二队。项目于2021
年8月通过规划许可。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对该项目实施装配式建
筑部分进行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30324.84m2，地上
建筑面积23500.94m2，装配式奖励面积652.06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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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至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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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椰海明珠项目装配式建筑
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将于2022年3月16日10:00至2022年3月17日10:00（延时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一拍）：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
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
报名参与。竞买人的身份应符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
的要求，并在参拍前登录海南省住建厅网站获取购房
码；竞买人不符合海南房产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买，
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二、展示时间、地点、要求：2022年3月15日17:00
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标的
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
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具体标的物信息（含瑕疵告
知），在电子竞价网页查看；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是
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
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
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咨询报名通道二：13876364266；咨询报名通道三：
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
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
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
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
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页搜索：
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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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东门街4号琼
山食品公司D栋102房及对应土地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南侧附号
400碧桂园剑桥郡C-02地块十号楼

A区栋1单元5层502室

海口市府城镇东门街4号海口琼山
食品公司住宅楼503房

海口市滨江西路南侧滨江世纪佳城
（北区）一期10#楼B单元603房及对

应土地

海口市滨江西路南侧滨江世纪佳城
（北区）二期6#楼B单元2001房及对

应土地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清平乐二期8
号楼1单元502房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7号英豪商
住楼B602房

面积（m2）

108.77m2

102.61m2

176.52m2

119.74m2

143.79m2

88.61m2

113.5m2

评估价格
（元）

1143736

1901396

1824255

2315752

2975263

2454876

1702500

起拍价
（元）

914,988.80

1,521,116.80

1,459,404.00

1,852,601.60

2,380,210.40

1,963,900.80

1,362,000.00

保证金
（元）

190000

310000

300000

380000

480000

400000

280000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0225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2月25日10:3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以
现状、净价第二次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宝安
商业广场84号商铺，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21〕文昌市不动产权
第0003060号，建筑面积：42.15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168600
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
至2022年2月24日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办理竞买
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2月24日16: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特别提示：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
府相关房产限购政策；产权过户变更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
户所有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咨询电话：0898-68538965
18976947136（微信同号）。网址：www.hnbhpm.com。公司地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委托方监督电话：
0898-63399022。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多个岗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一）策划专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新闻、广告及相关专业。年

龄原则上要求3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

2.熟悉、热爱广告传媒策划工作，具有三年以上广告传媒
策划从业经验。

3.具有较强的策划能力，文案功底扎实，能够根据客户需
求撰写全媒全案策划方案。对市场敏感度高，善于把握热点事
件营销，能策划执行各种传媒平台活动（包括纸媒、客户端、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头条号等平台）。有在国内知名媒体或
广告公司或大型企业相关从业经历者优先。

（二）广告业务人员2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传媒、新闻及相关专业。年

龄原则上要求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

2.熟悉、热爱媒体广告工作，对广告市场敏感度高，具有独
立开拓市场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媒体采编
经验者优先。

3.能够独立策划选题，采写相关行业稿件，策划与撰写新
媒体平台推文，协助团队完成其他的相关工作；维护与关键客
户的联系，参与重大业务洽谈，解决业务拓展中的重大问题；在
既定的目标下制定详细的业务发展计划，达到业务目标；对客
户档案进行分析、整理，跟进有效客户信息；管理客户从开拓、
下单到收款的全过程。

（三）拓展专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传媒、新闻及相关专业。

年龄原则上要求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条件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

2.熟悉新媒体运营工作。熟悉移动内容传播特性和新媒体
行业运作规律和行业动态；能够使用PS、AI等设计工具和PR、
AE等视频剪辑工具；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有国内知名
新媒体平台运营经验、媒体采编经验或市场工作经验者优先。

3.能够独立完成线上线下活动的策划方案，对运营数据敏
感度较高，对互联网推广的渠道有方法，能独立完成运营工作，
分析用户行为及制定合理的用户运营策略。

（四）政务政策工作室组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新闻、汉语言等相关专业。
2. 配合工作室经理主要围绕政策类课题及业务开展

相关工作，对接政府业务；分析研究政务最新政策与动
态，编写调研报告和项目解决方案；协助开展项目组织策
划、文案撰写等相关工作；协助工作室经理完成其他工作。

3.具有一定的文案撰写能力和较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作品及相关证书、证件等发邮件至

125215509@qq.com (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
院校)。截止时间2022年2月23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全媒体运营中心综合管理部
联系电话：凌女士 0898-6681079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招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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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等省级资源环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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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金江乐康建材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000MA5TYEC
Q53）于2021年10月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鸿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尚波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核
发的远洋渔业职务船员一级管轮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210522197904307569，声明作废。
●王济波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核发的远洋渔业职务船员一级船
副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37292819730525XX17，声明作废。
●海南山农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文昌潭牛许玉蝶综合商店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陈经文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字第4582号]宗地补档地籍调查
事宜。该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
东海路东侧，土地面积为187.4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
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陈浪
荣，南至公路，西至陈丹，北至符启
清。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
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自
然资源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
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2月11日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3853660113

典 当

公 告 遗 失资讯
广场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运输公司股权转让
有经营许可证的小轿车几十台、大

中巴车几十台，大中巴可跑全省旅

游，有固定业务，可整体股权或部

分 股 权 转 让 。 联 系 电 话 ：

13410806616。

转 让

分析人士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亚太
地区乃至世界的主流，尤其是全球仍面临新
冠疫情等严峻挑战，各国更需要加强团结，同
舟共济。一些国家抱着冷战思维在亚太地区
拉帮结派，渲染威胁，制造对抗，这种做法与
地区和全球团结向前的大势相悖，显得尤为
不合时宜，注定难以奏效。

澳大利亚印度商会前主席斯蒂芬·马纳拉
克撰文指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没有
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暴露出四国之间的矛
盾。当具体议程触及各国自身利益时，外界不
得不质疑该机制的团结程度。例如，美国把共
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威胁”作为
本次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但印度长期同俄罗
斯关系密切，并不会跟美国一条心。

美方还试图将“四方安全对话”打造成
在亚太地区所谓“对付中国”的堡垒。但在
观察人士看来，这种想法更是不切实际。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印度研究中心
主任塔季扬娜·绍米扬认为，以印度为例，
该国对“四方安全对话”持谨慎态度，印度
与中国有自己的关系，并不希望该机制破
坏印中关系。

马纳拉克也表示，“四方安全对话”在对
华关系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中国是亚太地区
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相比之下美国
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参与度有限，不得不令人
深度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承诺的可信度。

（新华社北京 2月 13 日电 记者白旭
邓仙来）

美国务卿的“小圈子”外交不合时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访问亚太地区多地，12日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和韩国外长，当天早些时候访问太平洋岛国斐济，是美国国务卿

37年来首次访问斐济。11日，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外长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
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意在告诉国际社会，美国政府在战略上依然重视亚太地区。然而，美国试图通过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

造阵营对抗等方式拉拢部分亚太地区国家，这不仅不会帮助美国达到增加影响力的目的，反而将在当下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安全形势复杂
敏感的背景下破坏地区稳定与团结。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11日在墨尔本举
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是布林肯此行的重
中之重。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这是四国外长自
2019年以来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的第四次会
谈，也是第三次面对面会谈。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于2007年成立
后曾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2017年美国提出“印
太战略”后，这一机制再次启动。在此次会议上，美
国做出了在该机制下加强与三国合作的承诺。

澳大利亚时政评论员格雷格·谢里登分析指
出，在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布林肯仍决定访澳
参会，意在释放三个信号：美国政府仍致力于亚
太地区事务，并能“一心二用”；美政府对“四方安
全对话”投入了大量外交资源；美国政府重视美
澳双边关系。

为了进一步凸显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白
宫在四方外长对话同日发布了酝酿许久的《美
国印太战略》文件，声称将加强与盟友、合作伙
伴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外交
存在，其中特别强调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
布林肯在外长会后前往访问太平洋岛国斐济，
反映出这一意图。

但在与布林肯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斐
济代总理海尤姆着重关注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中应承担的责任和实际作为。分析人士指出，
斐济出于自身情况考虑，恐对美国拉帮结派的
做法并不感兴趣。澳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米哈伊·索拉指出，美国需要意识到的
是，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等才是斐济
更加关心的问题。

“重视”亚太 逆流之举

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12日说，
俄美领导人原定14日通话，应美方要求提前
举行。通话“均衡且务实”，拜登承诺“将致力
于外交途径，并列出他认为解决俄罗斯诸多关
切的一系列想法”，但美国和北约没有考虑俄
罗斯主要的安全关切。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歇斯底里到极点”，
乌沙科夫说，“大家都知道，美国官员声称俄罗
斯马上要入侵乌克兰”，甚至公布所谓入侵的
具体时间。

他说，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国及其盟友

一直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为其“打气”，煽
动乌克兰军队对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发起
挑衅。普京还说，西方国家没有对乌克兰施
加应有的压力，推动其履行明斯克协议规定
的义务。

乌沙科夫说，俄美领导人同意就通话中所
提的所有问题继续进行各级别接触。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12日
说，目前有太多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说
法，希望传播这类消息的人给出确凿证据。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局势紧张 美俄总统通话“无突破”
美国政府声称俄罗斯几天内“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后，总统约瑟夫·拜登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2日通话。

两人谈了大约一小时。媒体评述，这次通话没有取得突破。俄方官员当天指责，美方“歇斯底里地”渲染所谓俄“计划入侵”乌克兰。

白宫12日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拜登当天与
普京通话时警告，一旦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
兰”，美国及其盟友将“坚决回应，迅速让俄罗斯
付出惨重代价”。

前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
文声称，美方所获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2月20日
之前“入侵”乌克兰。美国一名政府官员告诉美联社
记者，情报显示俄罗斯把入侵时间定在16日。

拜登在与普京的通话中说，美国致力于以外
交手段结束乌克兰危机，但“同样会准备好应对
其他情形”。就在通话当天，美国国务院下令撤

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大部分政府雇员，并敦促
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通话“具备专业
性和实质性”，但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事态发
展。双方同意今后几天“保持接触”，但俄罗斯仍
可能推进军事行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渲染俄罗斯有“入侵”
乌克兰之势；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俄罗斯强调
自身安全空间受侵蚀，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无
意进攻他国；同时要求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签署协议给予俄方安全保障。

美炒作战争风险再发警告 俄讽刺美国歇斯底里“添火”

2月10日，在英国赫姆斯利动物保护中心，
另类情人节活动组织者亨利·威登展示一只蟑螂。

西方情人节到来之际，英国一家动物园正开
展一项另类情人节活动：捐出1.5英镑（约合13元
人民币），就有机会以“前任”的名字命名一只蟑
螂。不过，参与者只能提交“前任”的名，而不是
姓。这项活动由位于英国东南部的赫姆斯利动物
保护中心发起，募集款项将用于该动物园的保护
项目。该动物园饲养着大约12只马达加斯加发
声蟑螂成虫和几百只幼虫。 新华社/路透

以“前任”命名蟑螂
英一动物园过另类情人节

研究发现

新冠疫苗或有助对抗感冒
新华社柏林2月13日电 德国乌尔姆大学医

院日前发表新闻公报说，一项新研究发现，接种新
冠疫苗不仅可有效预防新冠重症发生，还可能起
到抑制其他冠状病毒的作用，帮助人们对抗普通
感冒等疾病。

公报说，除新冠病毒外，至少还有6种冠状
病毒会感染人类，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
状病毒以及一些会引发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
由于不同冠状病毒表面刺突蛋白结构相似，研究
人员希望探明新冠疫苗是否有助遏制其他冠状
病毒感染。

研究人员选取24名志愿者，并对他们接种新
冠疫苗前以及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后的血清展开研
究。结果发现，所有志愿者在接种新冠疫苗前，其
血清已对多种导致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显示出中
和活性。接种新冠疫苗后，这种中和作用增强了
1.5倍至4倍。研究还发现，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
的抗体对SARS冠状病毒也能起到抑制作用。

研究人员说，这表明接种新冠疫苗对其他
冠状病毒感染也可能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虽然
不太可能防止感冒发生，但或许能起到降低感
冒发生频率、缩短感冒持续时间或减轻感冒严
重程度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