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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60.5%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6HN0136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60.5%股权。一、基本情况：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7月29日，公司注册资本金300万元。截至2022年3月31
日，该公司资产总计为1,058,201.83元，负债总额为31,140元，净
资产（所有者权益）为1,027,061.83元。标的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
报告。二、挂牌价不低于人民币621,373.00元。三、公告期为2022
年 6月 10日至 2022 年 7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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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34 黄
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
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10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海口观澜湖旅游
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6-08、TY-09、TY-23
等 5个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报告公示

为了缓解观澜湖园区体育运动版块商务办公用地不足的问题，
拟将观澜湖园区控规划定26-08、TY-09地块增加商务办公职能；结
合观澜湖园区征地情况，将TY-23地块用地等规模移至15-10-0、
16-09-01两个地块。经市政府同意，启动了《海口观澜湖旅游园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26-08、TY-09、TY-23等5个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报告编制工作。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
议，现将规划调整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
6月10日至2022年7月10日）。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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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峰豪苑项目位于海口市金盘工业开发区，属《海口市城西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2-12地块范围。建设单位根据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9〕琼0107行初157号行政判决书，调整该项目设计方案
后重新向我局申报。经审查，设计方案建筑层数，由原17层降低为
16层，建筑高度由49.3米降低为46.7米，南侧15层退线为15.40米，
16层退线为19米。北侧15层退线为15.30米，16层退线为18.5
米。根据技术规定15层退线为15.23米，16层退线为16.35米。南
北退线均符合控规及技术规定要求；东、西侧退用地红线仅满足10
米最小退线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6月10日至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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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燕峰豪苑项目设计方案调整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悬赏公告
〔2019〕琼01执1070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申请执行人悬赏执行
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发布悬赏公告如下:被执行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二号303室。法定代表人：
王徽。

执行依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民初8号民事
判决书，执行标的：25478861.89元及利息。凡向本院提供人民法
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经本院依法核实后处置，使申请执行人
的债权全部或部分得以实现的，按照如下方式发放悬赏金:1、实
际执行到位金额在 800万元以内（含800万元）的部分，按照实际
执行到位金额 10%发放赏金；2、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超过800万元
但在1500万元以内（含1500万元）的部分，按照实际执行到位金
额20%发放赏金；3、实际执行到位金额1500万元的部分，按照实
际执行到位金额30%发放赏金。举报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的，须以书面形式向本院邮寄财产线索材料，并说明本人身份信
息，信封上注明“财产线索”字样，本院将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及
举报线索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有义务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拒
不配合核实身份的人员，不予发放悬赏金。邮寄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中院执行局205室。

悬赏期限：一年，自2022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4 日
联系人：袁法官0898-36689669

谢助理0898-36662083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房屋租赁竞租公告
一、竞租原则：本着“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维护、

出租及承租双方利益，平等竞争。二、竞租标的：本次竞租标的为文
昌市房产管理中心名下的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16、17号楼房（原恒
兴超市）。该幢楼房铺面双面临街，主街道铺面长20.50米，横街铺
面长45米。边邻文城镇第一农贸市场，交通便利、属文城镇繁华位
置，该房屋建筑结构为钢混三层，总建筑面积3560.23平方米。一层
1131.30平方米，二层1217.3平方米，三层1211.63平方米。三、租赁
期限：租赁期限为十年。四、竞租标的底价：该标的底价为每月租金人
民币242460元（大写：贰拾肆万贰仟肆佰陆拾元整）。五、竞租方式：
本次竞租采取公开竞租的方式，最后以出价高者竞得。六、报名时间
地点及要求：（一）报名时间：2022年6月10日～2022年6月16日
17:30止。（二）报名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文昌市文城镇和
平南路13号。（三）报名要求：竞租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
代表身份证；个人参与竞租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如委托代理的须提
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四）交纳竞租保证金：竞租人应向招
租方交纳30万元保证金。（五）签订《竞租协议书》。七、竞标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2年6月17日10：30。（二）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
心。八、联系人及电话：伍春晓：13976367358 林荣：13078958090。

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
2022年6月9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629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6月29日10:00至6月30日
10:00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的
方式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61号海南白马天鹅湾
一期地下室372个车位（资料备索），竞买保证金：1万元/个。

特别说明：上述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及交付，拍卖标的过户税
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本次拍卖标的仅限本小区业主参与竞
拍。展示时间：2022年6月21日至24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
地。保证金账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
金贸支行（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28日17：00前向我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联系方式：18976476929韩先生 18976639393黄女士

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我司将于2022年6月30日下午3:30以现场与视频相结
合的形式在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
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2年6月9
日，即截至2022年6月9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2021年度经
营分析报告暨2022年度工作计划》《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2021年度审计工作报告》《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
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2年6月10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
披露邮箱：hnb365@126.com 密码：syns0529，股东也可联系我行
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刘霞红；联系电话：0898-88233811。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水滨花园市政拆迁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以东，敬
贤路以西，该项目于2011年6月批建，建设单位结合施工图审及现状
使用需求，优化1-4#住宅楼、服务站和地下室平面，车位布局相应调
整。调整后地上建筑面积由40364.49m2调整为 40440.40m2，增加
75.91m2，地下建筑面积由7241.75m2调整为7331.18m2，增加89.43m2，
计容面积由40364.49m2调整为40208.01m2，减少156.48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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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至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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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滨花园市政拆迁安置房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
外大使：

一、免去洪小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孙海燕（女）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李名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科威特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张建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科威特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倪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张益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饶宏伟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卢旺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王雪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卢旺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李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布基纳法索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卢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
基纳法索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李岩（女）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格鲁吉亚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周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格
鲁吉亚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姜瑜（女）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韩春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八、免去陈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王同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九、免去田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牙买加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道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牙买加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核酸检测是预防疫情的重要手
段。查验核酸证明是否会成为各地的
一种常态？怎样解决核酸检测排队长、
结果出具慢等问题？如何通过加强监
管，保证核酸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社会关切热点做出集中回应。

长期居家人群
没必要频繁核酸检测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
员贺青华说，核酸检测是疫情早发现
的最科学、最有效手段，但在没有发生
疫情、也没有输入风险的情况下，查验
核酸证明不应成为一种常态。

贺青华表示，低风险地区、低风险
人群以及长期居家人群，没有必要进
行频繁的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的重点
应该放在高风险人群、高风险岗位工
作人员以及有疫情的地区。

据介绍，封控区24小时内完成首次
全员核酸检测，管控区48小时内完成首

次全员核酸检测。中、高风险地区和封
控区、管控区人员不得外出，疫情发生地
的低风险地区和防范区确需出行的，需
要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不断提高
核酸检测的便民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介绍，“防”是最经济最有
效的措施，开展高效便捷优质的核酸
检测非常必要。为提高核酸检测便民
性，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合理设置核酸检测点。采
样点要进行网格化布局，指导地方根
据人口数量、人口分布、地缘交通等因
素来科学规划采样点布局。

第二，及时公布采样点信息。通
过官方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公

共服务小程序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
众及时公布采样点。指导地方建立和
完善电子地图，并及时更新，方便群众
查询和就近采样。

第三，弹性安排采样时间。根据
群众的时间需要弹性安排采样时间，
比如针对上班、上学的人群，可以在早
晨和下班以后傍晚的时间安排采样。

第四，及时反馈和更新检测结果。
检测机构完成检测以后，相关部门要及时
将检测结果同步到健康码等平台，让公众
能够尽快地查询到自己的检测结果。

及时纠正核酸检测
的非法强制措施

贺青华表示，疫情发生地应该
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和防控需要，
依法、科学组织好核酸检测工作，明

确核酸检测人群、区域范围和频次，
做好宣传、组织和引导工作。同时，
也呼吁广大群众依法遵守疫情防控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积极配合开展
做好核酸检测，履行好个人的防控
义务，共同推动形成群防群控的良
好社会氛围。

贺青华表示，对于采取非法的、强
制性措施的地区、单位和作出决定的
个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要求有
关地方及时整改纠正。

对核酸检测机构
设立“红绿灯”

为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全链条监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近日专门做出部署，从严格检测机构
和人员资质管理、规范样本采集保存和

转运管理、强化核酸检测机构日常监督
管理、严格落实核酸检测机构退出机制
等方面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

“对核酸检测机构设立‘红绿灯’制
度。”郭燕红说，在依法准入时，对符合
条件的主体实行“绿灯”审批，同时坚决
落实“黄灯”整改、“红灯”退出机制。

环境样本检出核酸阳性
不等于有活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所长许文波表示，活病毒、死病毒、完
整病毒颗粒制备的灭活疫苗，都含有
新冠病毒的核酸，可检出核酸阳性。
环境样本检出核酸阳性不代表环境中
一定有活病毒。

许文波表示，如果环境样本中检
出核酸阳性，可简单理解为有新冠病
毒的核酸。但是否有活病毒，要进行
很严格的研判。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核酸检测五大关切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6月8日给尼雷尔领
导力学院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
部研讨班全体学员回信。

习近平表示，得知尼雷尔领导力学
院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讨
班成功举办，你们围绕新时期执政党应

领导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
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深入交流研讨，互学
互鉴、共同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实现国家发展、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
续奋斗。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需要
各国交流互鉴。你们决心做时代进步

的先锋，民族振兴的栋梁，这正是建设
尼雷尔领导力学院的初衷。青春总是
同梦想相伴。希望你们学以致用、积
厚成器，在实现民族振兴和非洲复兴
梦的征程上激扬青春、施展抱负。

习近平强调，中非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中非人民长期友好的希

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希望你们自
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职责和使命，积
极投身中非友好事业，传承弘扬中非
友好合作精神，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
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近日，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南部非
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讨班在坦桑

尼亚举行。研讨班以“新时代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南部非洲六姊妹党的探
索与交流”为主题，来自南部非洲六姊
妹党的120名中青年干部参加。研讨
班结束之际，全体学员联名向习近平
总书记致信，表达传承中非友谊、深化
中非合作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给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南部非洲六姊妹党
中青年干部研讨班全体学员回信

新华社北京 6月 9日电 6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
祖拉比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格是传统友好合
作伙伴。建交30年来，双方扎实推进
各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有效沟通
协调，推动中格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人民真诚
互助，共克时艰，谱写了团结抗疫的佳
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格关

系发展，愿同祖拉比什维利总统一道
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
动中格关系和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
多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祖拉比什维利表示，格方积极致
力于发展格中友好关系，愿同中方共
同努力，深化双方互利合作，促进两国
共同繁荣。

就中格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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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同比增长9.6%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邹多为）海
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前5个月，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8.3%。其中，5月当月进出口同比、环比增速
均有所回升，分别增长9.6%、9.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在外
贸发展更趋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前5个月外贸进
出口实现稳定增长。特别是，5月长三角地区环
比增长近20%，进出口明显恢复。

具体来看，前5个月累计，我国出口8.94万亿
元，同比增长11.4%；进口7.1万亿元，增长4.7%；
贸易顺差1.84万亿元，扩大47.6%。

单月来看，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5万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1.98万
亿元，增长15.3%；进口1.47万亿元，增长2.8%。

透过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
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5个月，
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也更为密切，进出
口5.11万亿元，同比增长16.8%。

李魁文表示，随着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我国外贸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势头。

北京市丰台区自6月9日起转入常态化疫情
防控。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丰台
区有序恢复区域公共交通，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图为6月9日，市民在丰台区一家商场
内就餐。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北京丰台区转入常态化防控

国台办：

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对台售武计划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9日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
地区出售武器。美方的售武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
报规定，是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严重违反美
国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我们敦促美方把“四不
一无意”的表态落到实处，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
台售武计划，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玩火。

有记者问，6月8日，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向中
国台湾地区出售价值约1.2亿美元的军舰零部件项
目。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购武“以武拒统”，只
会进一步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把台湾同胞往火
坑里推。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勾连外部势
力谋“独”挑衅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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