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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启腾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整县

5.361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进行公开招标。要求如下：

1.乙方应提供能证明其符合投标合格条件和具有履行合同能

力的资格文件（包括：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2.参加投标的

施工企业各方（以下称乙方）必须满足施工资质等级要求并通

过资格预审。欢迎符合条件的施工企业须于2022年5月18日

17:30前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1栋

2106室报名参与投标。未尽事宜咨询：王立斌、韩欣瑜；电话：

13673682981，13137107006；邮箱：1259487484@qq.com。

海南启腾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8日

招标公告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5HN0120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一）海口市义龙东路62号科技大厦一层5号铺面；

（二）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研究培训院第六层；（三）海口市
海甸岛四西路2号财政局宿舍楼一层4号铺面；（四）海口市大同一横
路3号104号商铺。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42821元、208429元不等。

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
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31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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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
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5月18日

海口市琼山区土地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关于红城湖棚改项目回迁房道客·和悦

坊（首开区）房屋交付的公告
红城湖棚改项目选购道客·和悦坊首开区的被征收户：

红城湖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道客·和悦坊首开区（5、6、7、
10、11栋）于2021年12月1日已达到房屋交付条件，目前大
部分被征收户已办理交房手续，但仍剩余少数被征收户尚未
办理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手续。经红城湖棚改项目指挥部研
究决定，请未办理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手续的被征收户携带
本人身份证及选房确认单于2022年5月20日前至红城湖指
挥部（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海德路2-5号回迁商品房一期7号
楼一楼商铺）办理。逾期未办理的，从5月20日起停止发放选
购道客·和悦坊首开区（5、6、7、10、11栋）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5957780、65901559

海口市琼山区土地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2年5月18日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
与海南瑞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
与海南瑞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热讯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海南瑞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瑞元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责任。特此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保亭永春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宁实业总
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亭永春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海南源海工贸服
务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300.00

300.00

利息

236.85

628.67

合计

536.85

928.67

2022年5月18日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混合所有制改革意向公告

一、基本情况：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水院）创建于1969年，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位于海

口，注册资本8000万元，现有员工240余人。截至2021年底，资

产总额25097万元，净利润1962万元。海南水院以传统的水利规

划勘测设计业务为主，是海南水网规划建设，提供水安全保障的重

要技术支撑企业。现持有13项专业资质，具备开展水利水电、水

土保持、工民建、公路、桥梁、生态水利、市政公用、工程质量检测、

新能源、工程总承包等多个相关服务业务。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海南水院拟面向社会征集并通过增

资扩股的方式引入一家战略投资人，同步实施员工持股，改制后公

司股权结构保持国资控股。

三、公告期限：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6月17日止。

海南水院诚邀全国各方优质资本和精英人士参与公司所有制

改革，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可与我公司接触。混合所有制改革细节

通过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咨询联系：甘女士13907683826 林女士13976609362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湘0682临法司拍字第01号

受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东星工业大道（现名
望海大道）南侧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0147m2；规
划用途：商贸综合用地；土地证号：万国用〔2007〕第101283号。
参考价：49168000元，竞买保证金：58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
关事项告知如下：1.拍卖时间：2022年5月30日11:00；2.拍卖地
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 2022 年 5月 27 日 17:00 截止；4.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以 2022年5月27日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
名称：临湘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临湘市支行；
银行账号：80330311000000871；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2〕
湘 0682 临法司拍字第 01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 报名地点：海口市华海路15-3号经贸大厦九层写字间；8.特别
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土地办理过户时产生的税费及其他
所有费用等按照法律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0898-65308910 13322006990。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拍卖
监督电话：0730-3736568。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21）琼0106拍委4号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信茂园新宿住宅
小区共四宗土地使用权，详见下表：

拍卖时间：2022年6月2日10:00。
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
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2年5月30日17:00前到账为准。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

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账号：1010 8522 9002
1824。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琼0106拍委4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6月
1日17:00止。

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

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
办理，相关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98868、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714023。

标的
序号
1
2
3
4

合计

宗地坐落

C149号
C150号
B52号
B51号

不动产权证号

儋国用〔2012〕第2529号
儋国用〔2012〕第2530号
儋国用〔2012〕第2533号
儋国用〔2012〕第2534号

土地面积
（m2）
125.11
125.11
125.11
125.11
500.44

参考价
(万元)
71
71
72
72
286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4
14
14
14
56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15日发
布通知，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今年以来，降首付、降税费、调整限购
范围、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全国
已有诸多城市调整楼市调控政策，着
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多地发布楼市调控政策

4月以来，多地发布楼市调控政
策。其中有郑州、兰州、福州、长沙、南
京、苏州等大中城市，也包含诸多三四
线城市。其调控举措主要以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为着力点，提振住
房消费。

——降低购房首付比例。当前，
购房者因购房门槛、自身收入水平等
多方面因素，大多处于观望状态。多
地降低首付比例，降低置业门槛。

贵州贵阳、江苏连云港、河北廊坊
等地近期发布通知，实行购买首套房
首付比例20%的政策。江苏徐州近
日发文，鼓励金融机构对无房无贷的
首次购房及有房无贷的二套住房降低

首付比例。
——加大公积金购房支持力

度。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统
计，今年已有超过30个城市调整公
积金政策。四川泸州、江苏扬州、盐
城等城市发布政策，将首套房公积
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60万元，河
南南阳等城市则提高到 80 万元。
江苏镇江、宁夏银川等城市还降低
了再度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改善性购
房群体的首付比例。

——下调房贷利率。央行和银
保监会调低了首套房利率下限，进
一步降低置业成本。值得注意的
是，多地调整了首套房贷利率的认
定标准，采取了“认贷不认房”的政
策，即对于已结清贷款的家庭，再次
申请房贷认定为首套房。江苏徐
州、连云港等多地还发文鼓励银行
加大二手房交易贷款支持力度、缩
短审批放贷周期等。

——降税费，发放购房补贴。部
分地方对增值税、契税等税费进行优
惠，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发放购房补贴，
以提振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此
外，有些地方还调整限购范围、缩短限
售期限等。

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4月 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
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
虽总体平稳，但受疫情反弹、个别头
部房企债务违约风险暴露、个人收入
预期下降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预
期转弱，商品住宅销售下行压力有所
增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4月
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9768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20.9%；商品房销售额
37789亿元，下降29.5%。

相关专家认为，从房价同比变
动情况来看，房价下跌的城市数
量有增加的趋势，购房者信心尚
待恢复。

易居企业集团 CEO 丁祖昱表
示，当前市场成交量仍处于低谷，
各地需要因城施策，在调控的精准

性上下功夫。
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表明，4

月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其中，住
房贷款减少605亿元。

一家品牌房企营销负责人分析认
为，多地从降首付、降利率、扩大公积
金使用范围等措施入手，有利于满足
刚需和改善性购房者的真实、合理购
房需求。

家在江苏南通、常年在青岛做生
意的张先生表示，由于无法将户籍迁
至青岛，常年往返于两地的他不得不
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希望能在青岛买
一套房，但由于非户籍人口购房政策
门槛较高，实行五年限售政策，市场上
二手房的选择不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琳
认为，各地在守好风险底线的同时，对
之前的收缩性调控政策进行适度调
整，以更好地支持首套刚性购房需求
和合理改善性需求，鼓励新市民、青年
人等群体进行住房消费。

坚持“房住不炒”，促进
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是社会共识。这个定位
没有动摇，力度没有放松。各地因城
施策不能脱离这个定位和方向，关键
是要继续实施好房地产长效机制，增
强精准性协调性。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购房成本不
低、贷款周期较长等原因之外，购房者
短期内不愿出手的原因还在于对楼盘
烂尾风险的担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楼市僵局的
“破局点”在于激发潜在需求，从而盘
活存量房源，激活房地产资产的流动
性，确保政策能及时落地。

“有活水了，客户就会逐渐回来。”
北京链家一家门店负责人说，随着房
地产市场信贷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购
房者信心有所提振。

相关业内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应
对房地产企业实施分类管控，因企施
策，对可实现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
房企，给予必要的纾困保护；对管理不
善、盲目扩张的高杠杆、高负债、易引
发社会风险的企业从严监管，防止项
目出现“烂尾”，最大限度维护购房者
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
郑钧天 王优玲）

诸多城市调整楼市政策

房地产市场走势如何看？
我国接受高等教育
人口达2.4亿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建成世界最大规
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4430万人，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
的57.8%，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

这是记者17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我国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
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全民族素质得到稳步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既有“量”的
变化，更有“质”的提升。“高等教育主动将自身发
展‘小逻辑’服务服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逻
辑’。”吴岩介绍，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
增强，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全
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

创新，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一大关
键词。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教育
专门课程3万余门、在线开放课程1.1万余门，聘
请17.4万名行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专兼职
教师。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与新医科，以及一
流专业建设等，正在成为教育优先发展的新平台，
以及创新人才成长的新平台。

此外，中国特色的高校学位授予体系、专业目
录体系和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
来，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目前目
录内专业771种；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
销或停招1万个，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的适应度明显增强。

新华社上海5月17日电（记者
袁全）记者从5月17日举行的上海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上海全市16个区都已实现社
会面清零。

5月16日，上海新增77例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746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77例本土确诊病例
中，31例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46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
74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闭环
隔离管控中发现。

据统计，5月15日和16日，上海
单日新增阳性感染者数连续两日降

至1000例以内。封控区总人数降至
100万人以内。

近阶段，上海持续开展了基于三区
划分的“抗原+核酸”组合筛查。根据筛
查结果，5月16日上海共划分封控区
4057个，涉及人口数约86万；管控区
16484个，涉及人口数约300万；防范

区51803个，涉及人口数约1944万。
截至5月17日9时，本轮疫情上

海已累计排查到在沪密切接触者
902454人，均已落实管控。

截至5月16日24时，在上海定
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
259例、危重型64例。

记者了解到，随着各项防控措施
落地实施，综合专家研判分析，上海
现已明确了下一步防控工作，将分三
个阶段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计划于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在严
格防范疫情反弹、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全面实施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

上海全市16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

据新华社南昌5月17日电 5月17日，由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大型多用
途民用直升机“吉祥鸟”AC313A在江西景德镇
吕蒙机场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
备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再添新利器。首飞后，
AC313A直升机研制工作从试制阶段转入试飞
阶段，按计划将在“十四五”期间完成适航取证，
并交付用户。

AC313A直升机是在AC313直升机基础上
研制的一款13吨级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该
机型最大外吊挂起飞重量13.8吨，洒水能力为5
吨，可运输28名乘员，具有更大的使用空间，更强
的高原性能，更广的适用范围，可靠性、安全性、舒
适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AC313A直升机瞄准了我国当前航空应急救
援装备中的薄弱环节，满足高原、高温、高寒等复
杂环境的飞行要求，将有效提高我国大型民用直
升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

“吉祥鸟”AC313A
大型民用直升机成功首飞

5月17日，在江西景德镇吕蒙机场，AC313A
直升机在空中悬停。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罗鑫）在17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庞星火介绍，5月16日15时至5月
17日15时，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56例，管控人员47例、
社会面筛查9例，其中44例与近期发
生的聚集性疫情有关。

庞星火介绍，近期北京市发生4
起聚集性疫情，分别是：岳各庄市场
相关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50
例，其中工作人员27例、关联人员23
例；房山区韵达快递长阳分部相关聚
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45例；534

路公交场站乘务人员及中铁十一局
三公司两起相关聚集性疫情各新增
感染者2例。

庞星火说，4月22日至5月17日
15时，北京市累计报告1169例新冠
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15个区。当
前北京市零星散发病例与聚集性疫
情交织，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要
严防死守，科学精准，以快制快，坚决
遏制疫情蔓延。

截至5月16日24时，经北京市
疾控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通州区1地、
房山区5地，调整风险等级。截至目
前，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7个，中

风险地区29个。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封控

区内人员要理解、支持、配合各项
防控措施，做到足不出户；管控区
内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门，严禁
聚集性活动；解除封控管控的小区
（村）按照防控要求做好人员管理、
核酸检测、抗原自测和健康监测等
各项工作。”庞星火说，“请与官方
公布的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人员、
接到健康宝弹窗提示人员立即向
社区报告，配合各项防控措施，积
极参加区域核酸筛查，服从现场安
排，有序排队，正确佩戴口罩，保持
安全距离。”

北京：当前零星散发病例与聚集性疫情交织

自5月17日首班车起，北京市疫情防控封控区、管控区周边的190条地
面公交线路重点车站和54座地铁车站，查验乘客健康码上车。图为5月17
日，北苑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查验乘客的健康码。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