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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坡博坡巷c-6-15（附-3）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
南沙路与博巷路交叉口南侧，于2021年9月通过规划许可。项目已
通过市住建部门组织的装配式建筑专家评审会和《海南省装配式建
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地上装配式建筑面
积3%的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40390.77m2，装配式奖
励面积917.62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规定要求，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4月6日至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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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坡博坡巷c-6-15（附-3）地块项目

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公示启事
恩祥新城北大华府A区（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

与椰海大道交汇处西北侧。业主根据商铺经营需求，在商铺内部加
装一部电梯。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4月6日至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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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恩祥新城北大华府A区（一期）项目
S2#商铺加装电梯规划审批公示启事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2022年农

村公路养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单位；2.海口市救

助管理站综合服务大楼项目设计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

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2年4月8日

17:30，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

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梁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相关服务的公告
2022年4月1日起，澄迈城乡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和澄迈金山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以下简称该两司）将开展股权变更工
作。该两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将一并由上级澄迈城乡建设与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承接。一、请该两司的债权人（机关、团体、
法人和自然人等）向我司进行债权申报登记，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
主张权利。申报登记债权范围：2021年4月1日前与该两司形成的真
实、合法、有效且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所有未结清债权。二、申报
登记债务范围：2021年4月1日前该两司形成对第三方的真实、合法、
有效的所有未结清债务。请该两司的债务人、债务担保人及相关方
向我司申报登记履行债务清偿责任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履行清偿责任）。三、登记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四、登记地点：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路澄迈城投
公司综合大楼二楼, 城乡公司财务部，电话：17372087789。五、登记
凭据：（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经办人
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托书等；（二）有效债权、债务原始凭据。

特此公告。
澄迈城乡建设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四月二日

债权债务转移及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
受联合体竞买。（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临高县境内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竞买：1.存在伪造
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
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
的；4.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4月9日至2022年5月5日到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
名期限：2022年4月9日～2022年5月5日17:00（以竞买保证
金实际到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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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5月5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2年4月
26日8:30；截止时间：2022年5月7日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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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
8:30至11:30，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
均为北京时间。

八、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拟作为装配式建筑产业使
用，出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临高金牌港经
济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临高县工业和信息服务中心签
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
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
使用土地和管理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中的权利和义务。（四）土地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200
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
元/亩，达产时间为土地合同签订后4年内。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18976767729
查 询 网 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6日

地块编号
金牌港JP2022-
18号地块

位置
临高县金牌
港园区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面积（m2）

86203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0.8≤R≤2.0
建筑系数

≥4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m
起始价（万元）

269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400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2022〕07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屯昌屯城科信数码店不慎遗失

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暂

付）专 用 凭 证 一 张 ，凭 证 号 ：

00001901，金额：5000元，声明作

废。

●黄景多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4690003114202030022J，声明作

废。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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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观 天下

日本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

据新华社东京4月5日电 据日本
共同社5日报道，北海道政府4日宣布
检疫人员在札幌市发现的一只狐狸尸
体中，检测出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病毒。日本环境省称这是日本国内首
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病毒。

报道说，札幌市3月29日发现5
只乌鸦尸体，经检测发现其感染了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3月31日

又在发现乌鸦尸体处附近发现一只北
海道赤狐尸体，检测显示这只狐狸也
感染了同样的病毒。

日本环境省说，这是日本首次发
现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病毒，可能是
狐狸吃了感染病毒的乌鸦。环境省强
调，只要不食用感染病毒的鸟类，不直
接接触动物尸体和粪便，人类感染禽
流感的可能性极低。

关注乌克兰局势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5日驳斥
近期关于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使用
核武器的猜测，说这种说法没有合理
依据。

“与今天一些猜测相反，只有在对
方针对俄罗斯及其盟友使用核武器和

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使用常规
武器侵犯我国、威胁我国存在的情况
下，俄罗斯才可能使用核力量，”俄罗
斯驻联合国副代表德米特里·波利扬
斯基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一次会
议上说。

波利扬斯基说，俄方坚守核战争没
有赢家、必须避免的原则。

俄罗斯 2 月 24 日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后，俄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命令俄军核力量保持高度戒
备状态，引发一些西方媒体有关“乌

克兰局势可能触发核战争”的猜测。
不过，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多次对媒体表示，有关核战争的想法
只存在于西方政客脑中，俄方无意进
行核战争。

郜婕（新华社微特稿）

俄驻联合国官员：

俄对乌“动核”说法没有合理依据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4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4日发表声明说，尽
管110多个国家的6000多个城市正对
空气质量开展监测，但这些城市的居民
所呼吸空气中含有的细微颗粒物和二
氧化氮仍处于不健康水平。世卫组织
呼吁各国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并采取其
他切实措施来降低空气污染水平。

该声明指出，在所呼吸的空气是否

处于不健康水平方面，生活在中低收入
国家的人们面临的风险最大；空气污染
威胁人类健康，包括PM2.5在内的颗粒
物，能深入肺部和血液，影响心血管、脑
血管和呼吸系统；二氧化氮则与哮喘等
呼吸系统疾病有关。世卫组织数据显
示，全世界每年有1300多万例死亡由
可预防的环境因素造成，其中约700万
例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

世卫组织呼吁少用化石燃料并设法降低空气污染

新华社墨西哥城4月4日电（记
者王钟毅）基多消息：厄瓜多尔监狱管
理局局长拉米雷斯4日说，厄南部城
市昆卡一所监狱3日凌晨发生的暴乱
已造成20名犯人死亡、5人受伤。

拉米雷斯4日中午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暴乱发生后，厄武装部队进
入监狱维持秩序，目前局势已得到
控制。

厄瓜多尔内政部长卡里略3日
说，这所监狱的暴乱是由囚犯帮派争
斗引发的。

厄瓜多尔监狱发生暴乱造成20名犯人死亡

4月5日，警察和救援人员在匈牙利明曾特的事故现场工作。
匈牙利警方称，匈牙利明曾特5日发生火车与货车相撞事故，致数人死亡。

新华社/美联

匈牙利发生火车与货车相撞事故数人死亡

韩国内阁5日批准相关法律修订
案，允许单身人士领养儿童。预计修
订案本周提交国会审议，其能否通过
备受公众关注。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现行民法和
家庭诉讼法均规定只有已婚夫妇可以
领养儿童，而近年来随着“单人户”越

来越多，要求修改相关条款、允许单身
人士领养儿童的呼声日益高涨。

韩国司法部因而着手修订法律。
根据修订后的条款，韩国25岁及以上
的单身人士在满足特定条件、有能力
保障儿童福祉的情况下，将可合法领
养儿童。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或为单身人士领养儿童“开绿灯”

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4日宣布驱
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方面
当天说，俄方将作出回应，欧洲的“不友
好”举动令局势更加复杂。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4日发表声明
说，德方当天宣布俄驻德使馆“大量”
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已通
报俄驻德大使。贝尔伯克说，德国将
进一步收紧现有对俄制裁措施，加大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支持力度。据德
国媒体报道，德方宣布40名俄外交人
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5
天内离境。

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4日发表声
明，证实德方宣布40名俄外交人员为

“不受欢迎的人”。声明说，俄方外交人

员被无故减少，此举正在缩小俄德之间
对话的空间，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

法国外交部4日发表声明说，法方
决定驱逐一些俄罗斯外交人员，这些人
员的活动“违反了法国安全利益”。据
法国媒体报道，法方决定驱逐35名俄
外交人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
天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俄方
将对德国和法国的上述决定做出回
应。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
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将对
等回应系列欧洲国家对俄外交人员的
驱逐。他强调说，驱逐俄外交人员的
行为是持续对俄施压的表现，“什么也
改变不了”。

乌克兰方面3日早些时候发布了
一段据称在乌首都基辅西北郊布恰拍
摄的视频，画面显示路上有一些尸体。
欧洲多国继而决定对俄施加新制裁。

立陶宛外长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
尔吉斯4日说，立陶宛正驱逐俄罗斯驻
立陶宛大使，将关闭俄罗斯在立陶宛港
口城市克莱佩达的领事馆；同时，立陶
宛将召回驻俄罗斯大使。按兰茨贝尔
吉斯的说法，立陶宛已向欧洲联盟和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通报相关决定并
要求盟友也这样做。

拉脱维亚外长埃德加斯·林克维
奇斯说，拉脱维亚将降低与俄罗斯的
外交关系级别，将在随后公开具体举
措。爱沙尼亚外交部4日召见俄罗斯

大使，“以最强烈形式谴责俄军在布恰
杀害平民”。

布恰相关视频发布以后，俄罗斯方
面“明确否认”乌方指控，谴责乌方这样
做意在干扰和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将举行记者会，以澄清布恰事件
真相。

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说，俄方明确
反对德国政府一边倒的指认，指责德方
甚至不愿等待对布恰事件的独立调查。

俄罗斯国防部先前回应，乌方声称
证明俄军在布恰“犯罪”的照片和视频
是又一次“挑衅”，俄军早在3月30日就
完全撤离了，没有一名当地居民在俄军
控制布恰期间遭受暴力。

（综合新华社4月5日电)

德国法国决定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方：将作出回应，欧洲的“不友好”举动令局势更加复杂

新华社德黑兰4月4日电（记者王
守宝 高文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
扎德4日表示，美国应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相关方谈判暂停承担责任。

哈提卜扎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在伊核谈判的最后阶段，美方试图阻
止伊朗从伊核协议中获取经济利益。美
国应为伊核谈判暂停承担责任。

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通过欧盟对
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向美国传达“明
确”信息，但尚未收到美方回应，伊朗不
会永远等待。目前打破僵局的办法在美
方，如果美国做出“政治决定”，协议就可
以达成。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
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2018年 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
措施。2019年 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
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2021年4月开始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谈判，讨论美
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
判。第八轮谈判于2021年12月27日
在维也纳启动。今年3月11日，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布，谈
判由于“外部因素”暂停。

伊朗外交部：

美国应为伊核谈判暂停
承担责任

十余家国际援助和慈善类组织5日
警告说，受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西非
地区正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这些国际组织包括救助儿童会、乐
施会等。据德新社报道，它们在一份联
合声明中说，西非已有超过2700万人遭
遇饥饿折磨，到6月这一数字可能再增
长1100万。

联合国预计，西非今年将有630万
名年龄在6个月至5岁的儿童严重营养
不良。

干旱、洪水、地区冲突和新冠病毒大
流行等原因导致全球谷物产量下降，加
剧西非粮食危机。西非粮食价格过去5
年涨幅高达30%。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重量级粮食出
口国发生冲突，对全球粮食供应和粮价
来说相当于火上浇油。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是小麦和玉米出口大国。许多非洲国
家主要从俄罗斯或乌克兰进口小麦。

联合国官员先前说，俄罗斯2月底对
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国粮食
出口减少，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飞涨，中亚、
中东和北非一些地区出现粮食短缺。

西方多国已经宣布针对俄罗斯的制
裁措施，涉及诸多领域。俄方已经列出
一份对俄实施制裁的“不友好”国家和地
区名单，包括美国、欧洲联盟成员国、英
国、乌克兰、日本和韩国等。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援助组织：

西非面临十年来
最糟粮食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