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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科学合理安排供地规模和进度，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下列7宗拟出让地块出
让意向预申请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意向预申请公告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出让地块出让意向预申请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行政区

秀英区

秀英区

美兰区

琼山区

江东新区

江东新区

美兰区

地块名称

西海岸南片区A6201地块

主城区XY0718009地块

旧城片区控规M-09-01地块
(长堤路污水处理厂地上商业)

滨江新城片区控规
QS0333007地块(滨江西污水

处理厂地上商业)

JDWH-03-F01-2地块

JDGJ-03-D05地块

国兴B14-04-1地块

地块坐落

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南片区长海大道西侧

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西侧、成智路北侧

海口市美兰区长堤路南侧、和平南路东侧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西侧

海口市江东新区规划13号路南侧（新管村西南侧）

海口市江东新区江东大道北侧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南侧

土地用途

商业居住混合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

3.5

2.5

1.6

1.5

2.5

1.5

3.5

土地面积（亩）

42.79

45.51

22.93

66

58.37

23.91

13.38

二、意向预申请公告地块的相关活动安排
（一）本次公告地块的出让人为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地块区位图、《海口市拟出让地块出让预申请书（意向预申

请）》等相关资料可在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浏览或下载。地块规划条件以线下方式获取，
最终以出让公告为准。

（三）本次意向预申请公告期为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6月
30日。预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就地块出让起始价格、开发建设要求
等事项进行咨询。

（四）如有意向参与上述地块竞买的，预申请人可于2022年7月
8日17：00点前向出让人提交《海口市拟出让地块出让预申请书（意

向预申请）》并盖章,承诺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
（五）根据意向预申请和土地市场情况，出让人完善地块出让方

案，并适时组织实施公告地块的公开出让活动。地块正式出让时间
及方式将另行公告。

三、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三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5栋北楼

2013室
联系电话：67820573、6782057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6日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海南警察学院项目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图则》等6个控规图则已编制完成，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6月16
日至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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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2）书面
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地
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1房，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联系人：（1）《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海南警察学院项目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邢茜，咨询电话：68705325）。（2）《海口
市丘海互通东北侧独立建设地块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何书
勇，咨询电话：68705325）。（3）《海口市生物育种科技园项目单元控
制性详细规划图则》《海口市美兰区人文生态园项目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图则》《海口市搜救犬培训基地项目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则》《海口市琼山区信义农光互补项目配套升压站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图则》（王爱萍，咨询电话：68724397）。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海南警察学院项目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等6个控规图则公示启事

农垦昌顺公司安居房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45号。为
尽快推进我市安居房项目建设工作，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我
局现按程序启动金牛岭片区B-2-17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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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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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

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
政编码：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薛林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2-1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
海南红硒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海南红硒果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将其对海南现代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红硒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抵押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海南红硒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债权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资产
名称

海南
现代
绿色
产业
发展
有限
公司

本金

1,200,000.00元

利息

利息计算方法：计算
到 2003 年 6 月 30
日止的利息为13.58
万元，之后的利息以
120万元为本金，按
年利率 14.6%计算
到实际清偿之日止。

判决书文号

〔2018〕琼0106
民初 10782 号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
终 1032 号《民
事判决书》

抵押人

海南省
国际信
托投资
公司

2022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正式启动
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税务师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22年
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人
社厅发〔2022〕3号），2022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
从2022年 5月 10日 10:00至 7月 8日17:00，补报名时间从
2022年8月5日10:00至8月16日17:00，请广大报名人员仔
细阅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官网发布的公告文件（中国注册税
务师协会公告〔2022〕第14号），做好报名工作，同时也请广大报
名人员关注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和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微信
公众号、考试报名系统,及时知悉有关考试信息。

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2022年6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255号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蛟村委会北布村民小组持《土地权源证
明》、申请书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确认。该宗
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蛟村委会，面积7378.53平方米，宗地
四至为：东至海口市云龙镇迈凤经济合作社；南至海口市云龙镇那英
经济合作社、海口市云龙镇北布经济合作社；西至路；北至海口市云
龙镇角布经济合作社，拟将该宗地所有权权属确认给海口市琼山区
云龙镇云蛟村委会北布村民小组。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相关证据到我局琼
山分局申述，逾期不主张申述则视为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
理土地相关手续。特此通告。(联系人：周日伟，电话：6562165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3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6月18日

凌晨00:00～03:00对中国电信保亭分公司线路网络进行

割接优化。届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春天村委会区域业

务使用将受短暂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保亭分公司

2022年6月16日

新华社日内瓦6月14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4日表示，将于本
月23日召开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会
议，评估目前在全球多国暴发的猴痘疫
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4日在
记者会上表示，猴痘疫情在全球暴发
是不寻常且令人担忧的。根据《国际
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
决定于23日召开会议，评估目前猴痘
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已有39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
猴痘确诊病例1600多例和疑似病例
近1500例，确诊病例绝大多数来自欧
洲。39个国家中包括7个猴痘疫情已
存在多年的国家和32个疫情新暴发
国家。

世卫组织官员在记者会上说，虽然
世卫组织正与成员国和疫苗制造商协
调制定一个确保公平获得猴痘疫苗的
机制，但世卫组织目前并不建议大规模
接种猴痘疫苗。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猴

痘病毒可通过密切接触由动物传染给
人。过去数周，多个欧美国家报告多起
猴痘病毒集群病例。世卫组织表示，猴
痘疫情常多发于西非和中非地区，而目
前多个国家报告的猴痘确诊和疑似病
例却没有任何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这
种情况并不正常。目前，世卫组织评估
猴痘的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级别为中等。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世卫组织可以发布的全球最高级别
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1月底，世卫组
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将评估猴痘疫情
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观 天下

世卫组织
拟为猴痘改名

世界卫生组织14日说，将正式重
新命名猴痘病毒及其所致疾病，以防
现有名称引发污名化和歧视。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说，
该组织正与全球专家和合作伙伴一
道，为猴痘病毒、其分化枝及所致疾病
改名，一旦有结果将尽快公布。

全球30多名科学家上周在公开
信中说，就全球目前暴发情况而言，继
续使用猴痘这个名称既不准确，也存
在污名化和歧视性，“亟需”重新命名
这种病毒。他们说，猴痘这个名称不
符合世卫组织对新发现传染性疾病
命名的现行指导原则。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长阿赫桑·
伊克巴尔14日呼吁国民每天少喝一
点茶，以减少茶叶进口，缓解外汇短缺
之急。

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伊
克巴尔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对媒体
说，国家举债进口茶叶，因此恳请民众
每天少喝一两杯茶。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基斯坦是

全世界最大的茶叶进口国，去年进口
逾6亿美元茶叶。巴基斯坦人均每年
消费1公斤茶叶。

巴基斯坦近来外汇储备持续减
少。《论坛快报》援引数据说，今年2月
巴基斯坦尚有160亿美元外汇储备，
到6月第一周降至不到100亿美元，
难以维持今后两个月进口需求。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外汇短缺 巴基斯坦呼吁国民少喝茶

澳大利亚一名18岁男子涉嫌在
家中用三维(3D)打印机打造出一支功
能齐全的枪，受到涉枪犯罪指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日报道，
西澳大利亚州警方本月上旬执行一份
搜查令，在该男子家中搜到一支3D
打印枪和其他若干火器。

警官布莱尔·史密斯告诉媒体记
者，这把3D打印枪外形像玩具枪，但

“具备在我们社区内造成严重危害的
功能”。

只要扣动扳机，这把枪能连续发
射15发子弹。警方说，造这支3D打
印枪只需两天，材料成本不足40澳元
（约合28美元）。

嫌疑人受到无证制造枪支弹药、
持有违禁武器等罪名指控，将于下周
出庭。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在家3D打印整枪 澳18岁男子受指控

6月15日，参展商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元宇宙博览会上展示虚拟课堂。
当日，为期三天的元宇宙博览会在韩国首尔COEX会展中心开幕，参观

者可以在展商搭建的购物、教育、旅游、媒体、娱乐、制造、医疗等场景中体验
元宇宙相关技术。 新华社发

韩国首尔举办元宇宙博览会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徐
鹏航 田晓航）今年5月以来，世界多个
非流行国家报告了猴痘病例，且存在社
区传播。为提前做好猴痘医疗应对工
作准备，提高临床早期识别和规范诊疗
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组织制定了《猴痘诊疗指南
（2022年版）》，并对外发布。

指南介绍，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
感染所致的人兽共患病毒性疾病，临床
上主要表现为发热、皮疹、淋巴结肿

大。主要传染源为感染猴痘病毒的啮
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包括猴、黑猩
猩、人等）感染后也可成为传染源。

猴痘病毒如何传播？指南指出，
病毒经黏膜和破损的皮肤侵入人体。
人主要通过接触感染动物病变渗出
物、血液、其它体液，或被感染动物咬
伤、抓伤而感染。人与人之间主要通
过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飞沫传播，
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有可能感
染，还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尚不能

排除性传播。
感染猴痘后会出现哪些症状？根

据指南，发病早期出现寒战、发热，体温
多在38.5℃以上，可伴头痛、嗜睡、乏
力、背部疼痛和肌痛等症状。多数患者
出现颈部、腋窝、腹股沟等部位淋巴结
肿大。发病后1至3天出现皮疹。从发
病至结痂脱落约2至4周。部分患者可
出现并发症，包括皮损部位继发细菌感
染、支气管肺炎、脑炎、角膜感染、脓毒
症等。

指南指出，猴痘为自限性疾病，大
部分预后良好。严重病例常见于年幼
儿童、免疫功能低下人群，预后与感染
的病毒分支、病毒暴露程度、既往健康
状况和并发症严重程度等有关。既往
接种过天花疫苗者对猴痘病毒存在一
定程度的交叉保护力。

指南明确，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应
安置在隔离病房。疑似病例单间隔
离。患者体温正常，临床症状明显好
转，结痂脱落后可以出院。

中国猴痘诊疗指南发布

综合新华社驻布鲁塞尔、明斯克
记者报道：欧盟卫生应急准备与反应
局14日与丹麦巴伐利亚北欧公司签订
一项采购合同，计划购买约10.9万剂
该公司第三代疫苗，以应对猴痘疫
情。白俄罗斯国家流行病学和微生物
学科学与实践中心13日表示，该国已
经研发出猴痘病毒检测系统。

欧盟委员会 14 日发布公报说，
随着猴痘病例数继续增加，上述合同
将确保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
冰岛尽快获得疫苗。卫生应急准备
与反应局将按比例向成员国分配疫
苗，猴痘疫情严重的欧盟国家本月底
即可获得疫苗。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加里蒂斯·
希纳斯在公报中表示，这是首次通
过健康欧盟计划，使用欧盟预算直
接为成员国购买疫苗。有效预防和

应对新出现的健康威胁是我们共同
的目标。

巴伐利亚北欧公司第三代疫苗

在欧盟仅批准用于预防天花。因为
猴痘与天花同属于痘病毒科正痘病
毒属，天花疫苗也可以保护人们免

受猴痘侵袭。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
给予豁免，允许该款疫苗临时用于
预防猴痘病毒。欧洲药品管理局随
时准备支持成员国促进此类豁免，
并已联系巴伐利亚北欧公司加快审
批进程。

自5月18日以来，欧盟有19个成
员国已累计报告约900例猴痘病例。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评估猴痘的全球公
共卫生风险级别为“中等”。

白俄罗斯国家流行病学和微生
物学科学与实践中心主任戈尔布诺
夫 13 日对媒体说，该国新研发的猴
痘病毒检测系统利用聚合酶链式反
应检测技术，可以在采样后几小时内
出具结果。戈尔布诺夫表示，目前白
俄罗斯尚未报告猴痘病例，但是需要
防范。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欧盟订购逾10万剂疫苗应对猴痘
白俄罗斯研发出猴痘检测系统

近期，多国和地区出现猴痘确诊病例。图为日前拍摄的猴痘疫苗。 新华社/路透

日本一项调查显示，30来岁的单
身未婚人士中约25%不愿结婚，主要
原因包括担心失去自由以及不愿承担
家务和财务负担。

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内
阁14日发布有关性别平等的白皮书，
其中涉及这项调查。调查于去年12
月至今年1月展开，2万名20岁至69
岁成年人予以回复。结果显示，30来
岁人群中，54.6%的男性和62.6%的女
性已经结婚。这一年龄段单身未婚人
士中，希望结婚的男女占比均为

46.4%，26.5%的男性和25.4%的女性
则希望保持单身。

20来岁单身人士中，希望保持单
身的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19.3%和
14%。

对于不愿结婚的理由，上述两个
年龄段回答最多的原因是希望保持自
由。相较男性，更多女性表示不愿承
担婚姻带来的家务、育儿和看护家人
等负担。更多男性则因财务能力不足
和工作不稳定回避婚姻。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30来岁单身未婚人士25%不愿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