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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秀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50号。建设单位结合施工
图审优微调地下室墙体及增加商业裙房风井，不涉及调整建筑造
型、布局及各项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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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至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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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秀广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海
口港新海港区，主要建设综合交通枢纽（GTC）（含预留地铁站）、停
车楼、附属建筑、高架桥、室外总体工程及市政配套工程等。项目已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代建单位为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经现场勘查核实，需迁移新海中路椰子树、银
鳞风铃、黄槿等绿化树木共计126株（详见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
管理局网站），树木拟迁移至海口市灵山镇儒范村种植。根据《海口
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的相关规定，现将涉及树木移植有关内容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22年3月7日起至 2022年3月11日止，共
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审批办理相关迁
移手续。联系单位：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联系地址：海口
市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北楼4楼4032室。联系电话：海口市园林
和环境卫生管理局 68721338；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王先生
13215703980。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2年3月4日

关于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树木迁移审批前的公示

徐州市中桥拍卖有限公司 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拍卖公告
拍卖人定于2022年3月15日10时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下坎东路45
号吉祥楼下列资产：①501号房产，建筑面积72m2，证号：琼山府城
公字第01378号；②505号房产，建筑面积45m2，证号：琼山府城公
字第01379号。参考价格：501房52万元，505房34万元。产权过

户税费按规定各自承担，竞买保证金501房7.5万元，505房5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中拍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认真阅读
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拍卖标的在房产
所在地展示，竞买人须自行现场勘验。京海拍卖地址：海口市世贸东
路世贸中心F座906，电话：68520771。中桥拍卖地址：徐州市中山
南路55号，电话：0516-83705968。拍卖预告：海口市商业中心独栋
别墅5年承租权，建筑面积680.91m2，月租16000元。详情请关注

“京海拍卖”微信公众号。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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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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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地鼓励使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二）竞得人取得该宗土地，须
在地块内预留一条宽7 米的消防通道。（三）开发建设期限：竞得人应
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动工，动工之
日起18个月内竣工，竣工之日视为投产。竞得人未按出让合同约定
时间动工及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金。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日期前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
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开发的，无偿收回
土地使用权。（四）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
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
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成交价款不包
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照规定到县税务部门缴纳契税、印花税等税
费。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
本次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
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定安县范围有拖欠土
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造成
闲置土地，并未及时纠正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
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
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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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县国土资源局218办公室或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
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
2022年3月10日至2022年4月6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四）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22年4月6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
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五）资格确认：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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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17:00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3
月28日8:30。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4月8日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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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
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
方式报价。四、其他事项：（一）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与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二）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三）挂牌
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四）此次挂牌服务费由挂牌中介服务机构按照国家法
律规定的收费标准，向竞得人按照成交金额收取。（五）挂牌出让的地
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六）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挂
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五、咨询方式：咨询电话：
黄先生：0898-63822430 欧阳先生：0898-68529777；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Ir.hainan.gov.cn/。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7日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2〕02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挂牌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沿江中路南侧壹宗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定城镇CR2021-10

土地位置

定安县定城镇沿江
中路南侧

面积
(m2)

2368.62
（折3.55亩）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2%，
绿地率≥25%，建筑限高≤24米

出让
年限

4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7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470

●庞开保不慎遗失第二代居民身
份 证 一 张 ，身 份 证 号 ：
460026198403141218，特 此 声
明。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15日上

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义龙路龙昆

里 62 号北楼 105 房，建筑面积

144.3m2，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13323号。参考价92万

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说明：竞

买人应符合海南省房产限购相关

政策规定。有意者请于2022年3

月14日17：00前向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电话：0898-

68522193。地址：海口市蓝天路

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室。

土地转让信息
位于海口市老城一类地段商业用

地22亩拟转让，用地规整可拆建，

有意者可来电洽谈。联系人：李先

生，联系电话：13976349789。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转 让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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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楼直租
海口市滨海大道鸿联商务广场（原

文华酒店正对面）3层433m2写字

楼招租，业主电话：18976594072。

招 租

●符建余遗失金波村委会保旺村

林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

第 009559 号 ， 编 号 ：

B460801920642，现声明作废。

●符打理遗失金波乡金波村委会

如翁村林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

〔2008〕笫 005477 号 ，编 号 ：

B460801916384，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东阁镇文林村民委员会

下堆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13305702，

编号：6410-00361477，特此声明

作废。

●万宁和乐大花角阿光家（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06MA5T

5UX011）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赵丹不慎遗失儋州中润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

岛3号岛411栋1501号房认购书

一份，金额：422579元，认购书编

号：300816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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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3月6日电（记者
袁全 史依灵）上海市卫健委在6日
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通报：6日，上海新增报
告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7
例无症状感染者。

3例本土确诊病例均系5日上海
市报告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同一隔离点工作人员），在集中隔离
管理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于6
日经市疾控中心复核为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综

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
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均被诊断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3人已全
程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7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有6例系
5日上海市报告无症状感染者的密
切接触者（同一隔离点工作人员），
在集中隔离管理期间核酸检测结果
异常。1例系浦东机场重点岗位工
作人员，在例行筛查中发现核酸检
测结果异常。

上述7人于6日经市疾控中心

复核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经
市级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
查结果等，7人均被诊断为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7人均已全程接种
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将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漕溪北路1200
号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
域风险等级不变。

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7例无症状感染者

新华社杭州3月6日电 （记者
俞菀）记者从6日召开的浙江省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日16
时，浙江近期4起疫情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5 例（4 例轻型、1 例普通
型）。其中温州市苍南县2例，嘉兴

市嘉善县1例，杭州市滨江区、上城
区各1例。目前，相关涉疫场所均
已进行分类管控和环境消毒等工
作，所有排查的密接者、次密接者和
重点风险人员均已由当地进行隔离
健康观察。

浙江：近期4起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例

呼和浩特：网格员密织抗疫防线

3月6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瓦窑社区，网格员（右一）辅助医务工作
者为次密接群众上门做核酸检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自2月15日报告发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调动
7000余名网格员扎根基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青岛3月6日电（记者
王凯）据青岛市卫健委6日下午通
报，3月6日0时至14时，青岛市新
增2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
下简称病例92-118）。

病例92-118均系莱西市集中
隔离人员。以上人员在3月6日进
行的核酸检测中，结果均为阳性。
专家组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
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病例92-
118 均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目前，以上确诊病例均在定点

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据青岛市卫健委通报数据，自

2月22日起至3月6日14时，青岛
市共报告12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新华社青岛3月6日电（记者
闫祥岭）青岛市卫健委6日晚通报，
3月6日14时至19时，青岛市新增
1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0例无症
状感染者。

通报称，2022年3月6日14时
至19时，青岛市新增14例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简称病例 119-
132）、70例无症状感染者，均系莱
西市集中隔离人员。

以上人员在 3 月 6 日进行的
核酸检测中，结果均为阳性。专
家组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
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病例
119-131 均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轻型）、病例 132 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其余70例为无
症状感染者，目前均在定点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

青岛：新增41例确诊病例、70例无症状感染者 新华社贵阳3月6日电（记者郑明鸿 施钱贵）
记者6日从贵州省贞丰县三河顺勋煤矿事故现场
救援指挥部获悉，当天中午12时，贞丰县龙场镇三
河顺勋煤矿事故救援工作已结束，事故共造成14
人遇难。目前，善后工作及事故调查正持续开展。

贵州贞丰煤矿事故
导致14人遇难
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执行任务的救援人员在洞口稍事休息（2月
26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深圳3月6日电（记者王
攀 洪泽华）3月6日清晨6时许，随
着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配套设施
临时钢栈桥完工通行，项目承建商中
国建筑第一批200余名管理人员、
1700余名工人通过钢栈桥抵达香港
落马洲河套区项目所在地，拉开了中

央援建香港应急医院项目大规模施
工的序幕。

据了解，应急医院建成后可提供
1000张床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救
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能力。

新华社香港3月6日电 （记者
韦骅）自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以

来，内地各方纷纷通过捐赠款项和
物资的方式支持香港抗疫，香港特
区政府发言人 6 日对此表示衷心
感谢。

到目前为止，内地各方捐赠的
物资包括141万剂快速检测套装、
30 万个口罩、11000 件防护衣、

2200 张病床，以及 1500 万港元捐
款等。

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衷心感谢
中央部门、省市自治区、社会团体和
人士在困难时刻对香港特区抗疫工
作的亲切关心和支持，这充分体现了
中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

助精神。
发言人说，政府原则上不适宜收

取捐款，并会按相应原则处理不同类
型捐赠。此外，由于粤港陆路口岸正
面对运输压力，捐赠如能尽量以航空
或水路运输途径运到香港，将可帮助
缓解整体的运输压力。

聚焦疫情防控

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开工
香港特区政府感谢内地各方支援香港抗疫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6日通报，3月5日0—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4例（广
东72例，上海25例，广西17例，北京
13例，四川10例，浙江6例，河南4例，
福建2例，山东2例，天津1例，江苏1
例，甘肃1例），含15例由无症状感染

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8例，河南4例，
天津1例，广西1例，四川1例）；本土病
例175例（山东88例，均在青岛市；吉
林25例，其中吉林市9例、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9例、长春市7例；广东20例，
其中深圳市17例、东莞市2例、河源市
1例；河北14例，其中石家庄市5例、保
定市4例、邢台市4例、邯郸市1例；内
蒙古9例，其中呼和浩特市7例、鄂尔

多斯市1例、呼伦贝尔市1例；广西5
例，均在百色市；江苏4例，均在连云港
市；云南4例，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3例、临沧市1例；浙江2例，均在
杭州市；陕西2例，均在西安市；山西1
例，在晋中市；河南1例，在郑州市），含
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吉
林2例，广东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3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496
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281例
（其中重症病例3例），现有疑似病例9
例。累计确诊病例15343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1306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3月5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691 例

（其中重症病例14例），累计死亡病
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1086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208357例。其中，香港特别行
政区187478例（出院21888例，死亡
1774例），澳门特别行政区82例（出
院79例），台湾地区20797例（出院
13742例，死亡853例）。

国家卫健委：3月5日新增确诊病例329例
其中本土病例175例

台中一住宅大楼发生火灾
已造成7死7伤

新华社台北3月6日电（记者何自力 徐瑞
青）台中市消防局勤指中心表示，6日下午4时许
接报中区兴中街住宅火警，截至记者发稿时已造
成7死7伤。

据介绍，台中市中区兴中街一栋地上七层、地
下一层的住宅大楼，6日下午4时许发生火警，晚
间6时许火势获得控制，消防员进入火场逐层搜
索，发现多名民众罹难，并将多名受伤民众送往医
院救治。

台中市消防局勤指中心表示，获报火警后，消
防局派遣8单位消防车、救护车共22辆85人前往
灭火。详细起火原因有待后续调查。

2021年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月均刑事发案数较前年下降近四成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翟翔 熊丰）
记者6日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获悉，2021年，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月均刑事发案数400余起，较
2020年下降近40%，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形势
发生明显变化。

长江流域渔业资源曾急剧衰退，多种鱼类难
觅踪迹，引来多方重视。2020年6月，公安部开
展以打击涉渔犯罪为主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犯罪专项行动，即“长江禁渔”行动，为期三年。

20年未见的鳤鱼再现洞庭湖、长江泰州段资
源检测一网捕获120多条刀鱼、“微笑天使”长江
江豚在长江中下游频频现身……这些可喜的现象
传递出“长江禁渔”行动取得实际成效的讯号。

“长江禁渔”行动开展以来，针对长江流域线
长面广、涉渔犯罪隐蔽性强等情况，公安机关采取
有效措施，目前已侦破非法捕捞刑事案件1万余
起，打掉犯罪团伙900余个，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270余起重点案件全部告破。“长江禁渔”行动不
断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