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热线：66810888

讣 告
原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民建中央委

员，第一、二、三届海南省政协常委兼法制委员会主任，民
建海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海南省第二、三届
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原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王峻
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8日15时50分在海
口逝世，享年92岁。

王峻岩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8月12日8时
在海口殡仪馆举行。

特此讣告。
王峻岩同志治丧小组

2022年8月9日

何昌师、何邦盛、杨丽萍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下
贤二村，土地使用权人为何昌师、何邦盛、杨丽萍，使用权面积为
239.04平方米的海口市国用〔2007〕第001100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
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
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何昌师、何邦盛、杨丽萍补发上述
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特此通告。

（联系人：夏女士，联系电话：65361223）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日

海资规美兰〔2022〕510号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7〕第001100
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华城市花园商业外立面改造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
北侧。现建设单位拟对商业裙楼二、三层外立面进行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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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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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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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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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华城市花园商业外立面改造项目公示启事

海南之心A17-01地块（二期）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
（A17-01地块），项目于2021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该项目装配式
建筑方案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装配
式建筑面积3%的面积奖励，装配式奖励面积318.73m2。根据装配式
建筑面积奖励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2年8月10日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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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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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之心A17-01地块（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当前，三亚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尽快阻断疫情扩散蔓
延，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疫情传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通往三亚市的G98环岛高速公路
和S10山海高速公路三亚辖区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对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22年8月9日零时起，解除时间视疫情另行通告。
二、交通管制点及绕行线路
（一）G98环岛高速公路土福湾互通立交
禁止所有车辆经土福湾互通进出三亚辖区。从陵水往三亚方向

的车辆从土福湾互通立交返回；三亚往陵水方向的车辆从藤桥互通
立交返回。

（二）G98环岛高速公路梅山互通立交
禁止所有车辆从乐东经梅山互通立交往三亚方向通行，所有车

辆从梅山互通立交返回；因车身过高，无法从梅山互通立交通道桥
通行的车辆，一律从G225国道返回。三亚往乐东方向的车辆从渔
港互通立交返回。

（三）S10山海高速公路三道互通立交
禁止所有车辆从保亭经S10山海高速往G98环岛高速公路方

向通行，所有车辆从三道互通立交返回；三亚往保亭方向的车辆从
藤桥互通返回。

三、应急车辆通行保障
（一）涉及民生、疫情防控应急保障车辆的通行
涉及民生、保障社会基本运行服务、疫情防控和紧急特殊情况的

车辆按相关规定保障通行。
（二）其他危急情况车辆的通行
因病患需紧急就医等危急情况的车辆，可拨打12345、110或者

0898-88869112，畅通绿色通道保障。
违反本通告规定，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因交通管制

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群众谅解。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22年8月8日

关于对G98环岛高速和S10山海高速
三亚辖区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
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LA-02-M01地块规划进行修改。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8月10日至2022年9月8日）。2.公
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
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
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8月10日

《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LA-02-M01地块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定安定城荣邦超市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11084733，声明作废。
●博澳城（海南）国际医疗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离岸科研综
合楼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经编制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
息 公 告 ，详 见 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任晨鑫：
0898-88832621。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陈劲不慎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

件号码：460025198306142159，

声明作废。

●海口百广堂龙泉大道药店（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X6K22C）不 慎

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

号：琼CB0121049，现声明作废。

●李淑元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

12#309 房 收 据 1 张 ， 编 号 ：

9913288，金额：4113.6元，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
管理委员会遗失单位负责人王大
聪私章，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文庄路佳佳元蛋糕店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
本 ，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
46010000A12606109505，声 明
作废。
●文昌清澜码头渔村美食园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22709，声明作废。
●海南芳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冯艳艳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美兰区人民大道96号金沙苑二期
B幢302房的房屋租赁证，证号：
美房租证〔2020〕第 45409号，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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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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新发现两颗近地小行星
新华社南京8月9日电（记者王珏玢 邱冰

清）记者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国际小行星
中心近日发布两颗由该台近地天体望远镜观测到
的近地小行星：2022 OS1和2022 ON1。

据悉，小行星2022 OS1于7月23日被首次
观测到，当时视亮度约20.9星等，视运动速度为
0.895 度/天，预估直径约为 230 米。小行星
2022 ON1于7月24日被首次观测到，当时视亮
度约20.5星等，视运动速度为0.681度/天，预估
直径约为45米。这两颗新发现的小行星都是阿
莫尔型近地小行星。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介绍，近
地小行星指的是轨道与太阳最近距离小于1.3个
天文单位（约2亿千米）的小行星，它们的轨道可
能到达地球轨道附近。近地小行星的不断发现，
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所处的空间环境，并
防范可能遭受的风险。

目前，我国已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国际小行星
预警网。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体望远镜是我国加
入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的主干设备，该望远镜已经
累计发现32颗近地小行星。

新华社南昌8月9日电（记者陈
毓珊 贾伊宁）9日，国内首条稀土永
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红
轨”，在江西兴国县正式竣工，并实现
将稀土永磁磁浮技术与空轨技术结
合，建成中低速、中低运量的新制式轨
道交通系统。

“红轨”试验线由江西理工大学牵
头，与江西兴国县人民政府联合中铁
六院、中铁工业、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
新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正线全长约
800米，均为钢构高架线，磁浮列车采
用2车编组，载客能力为座席32个、
定员88人，最高设计运行速度为80
公里每小时。

当日9时30分，一组红白相间的
空轨列车悬浮在蓝色轨道下方，在当
地群众的注视下，缓缓驶出兴国县永

丰站，沿站前大道东侧绿化带，一路向
北至静调库，全线用时约4分钟。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
新生表示，试验线依托的新型稀土永
磁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由江西理工大学
于 2014 年首次提出并牵头研发，
2021年由中国中铁下属企业承接该
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建设工程，我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中铁六院集团总经理陈国栋介
绍，“红轨”拥有独立的路权，单趟运
量不到地铁运量的一半，但造价仅为
地铁的五分之一，不仅适用于城市、
景区、机场接驳、商务中心、特色小镇
等常规环境，在沿江、环湖、海边、高
寒、荒漠等特殊条件下也能大展身
手，试验线的竣工将助力绿色交通与
低碳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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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房车分会副
会长廖红斌认为，国际露营市场上
80%的装备都产自中国，我们的露营
装备产业具有优势。

成都大牧户外露营装备一站式
体验馆负责人沈健表示，未来大家对
露营的诉求可能会有所不同，定制
化、专业化增强，与其他场景、行业组
合的“露营+”模式越来越多。

露营品牌大热荒野创始人朱显
认为，大众回归自然、释放自我的需
求始终存在。露营是包容性很强的
业态，咖啡、集市等各种业态都能与
其融合。预计国内露营市场经过目
前的爆发后会进入平稳发展期，成为
较为普及的户外活动方式。

随着持续升温，露营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部分露营者选择不具备基
础条件的地点活动，造成植被损坏、
环境污染等。

对此，多个城市出台举措，开辟
专属露营区域。例如，广州在年初
推出第一批24个绿地草坪帐篷区，
在符合条件的公园内划定专门区域
供游客搭设帐篷；前不久，成都市公
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出台《成都市公
园（绿道）阳光帐篷区开放试点方
案》，在市内各个公园绿道划定22
个帐篷区，供市民露营；北京市园林
绿化局日前印发《北京市公园绿色
帐篷区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引
导公园开展露营活动。

去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出台
《湖州市露营营地景区化建设和服务
标准》《湖州市露营营地景区化安全
防范指南》等多个文件，对露营营地
的建设标准、安全监管等方面做出了
规定。最近一段时间，武汉、济南等
多地发出“无痕露营”倡议。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家网信办：

集中整治涉虚拟货币炒作乱象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9日从国家网

信办获悉，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投
机、炒作、诈骗等活动愈演愈烈，一些网民受投资
虚拟货币可获高额回报等虚假宣传迷惑，盲目参
与到相关交易活动中，给自身财产带来较大损
失。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高度重视网民举报线
索，多举措、出重拳清理处置一批宣传炒作虚拟货
币的违法违规信息、账号和网站。

按照《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
作风险的通知》精神，国家网信办督促指导主要网站
平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持续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高压打击态势，加大对诱导虚拟货币投资等信
息内容和账号自查自纠力度。同时，加强督导检查，
对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诱导网民进行

“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投资的989个微
博、贴吧账号和微信公众号依法予以关闭。

此外，国家网信办指导地方网信部门约谈涉
虚拟货币宣传炒作的经营主体500余家次，要求
全面清理宣传炒作虚拟货币交易的信息内容；并
会同相关部门对专门为虚拟货币营销鼓吹、发布
教程讲解跨境炒币、虚拟货币“挖矿”的105家网
站平台依法予以关闭。

“音乐会+露营”“景区+露营”“集市+露营”……

露营持续升温背后有文章
“音乐会+露营”“景区+露营”“集市+露营”……这个暑期，许多地方举办多种形式的露

营主题活动引爆夏日消费热潮，成为令人瞩目的市场亮点。

7月中旬，北京世园公园举办露
营文化节，开辟出28万平方米营地，
提供1000多个露营营位，让人们玩
转仲夏；8月初，各地一些房车旅游爱
好者们齐聚新疆特克斯县喀拉峻草
原露营，感受星空下天山里别具一格
的浪漫；上周，吉林省首届露营生活
节开幕，各大品牌露营产品集中展
览，60多项丰富多彩的露营相关活
动陆续推出……

近期，各种形式的露营主题活动
在全国多地开展。资深露营爱好者

张丹感慨：“露营越来越火，人越来越
多。”

自2020年以来，露营热度持续
攀升，并在今年呈现加速爆发的态
势。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露营搜索量较去年同期上涨
447%，被分享过露营相关评价的线
下商户数量同比上涨240%。

旅游运营商中山考拉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1月至5
月“酒店+景点”组合商品的销量仅为
去年的二至三成，露营商品的销量同

比增长了3倍以上。
同时，随着露营走热，“露营+”的

创意概念顺势而生。“露营+景区”“露
营+美丽乡村”“露营+亲子活动”等
不断涌现，露营与更多场景、活动结
合起来。

河北涞源以“星空”“云海”等景
观为特色，推出系列露营项目；贵阳
市天河潭旅游度假区举行荧光跑+露
营嘉年华；青岛、厦门等城市举办“潮
人露营音乐会”。同时，剧本杀、相
亲、研学等也被纳入露营活动内容。

露营热度持续攀升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露营
相关企业6.06万家。其中，2020年
新增 9690 家，2021 年新增 2.19 万
家，2022年至7月末，新增1.78万家。

配套装备产品市场随之火热。
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多个购物平
台露营装备销售火爆。《百度×京东
618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便携
桌椅床、救援装备、帐篷/垫子、野餐
用品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541%、
227%、165%、142%。天猫“618”第
一波，包括帐篷、天幕、防潮垫、营地
车在内的露营相关商品销售额同比
增长超2倍。6月1日至7月31日，
美团上露营相关商品的整体订单量
比去年增长超30倍。

多位露营爱好者告诉记者，如今
的露营更追求精致，强调形式和氛
围，拍照要好看。“原来只带帐篷、睡
袋、必备的食物和水。”张丹说，现在
从天幕、投影仪到咖啡机、氛围灯、鲜
花等，仪式感拉满。

户外品牌牧高笛近日发布的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显示，
国内露营装备市场需求旺盛，公司自
有品牌的露营装备及周边线上自营
渠道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长248%左
右，线下渠道同比增长338%左右。

“目前多家生产露营装备的企业
产能已经饱和，订单排到了6至8个
月以后。”户外品牌自在之地负责人
杰瑞透露。

随着房车露营爱好者增多，房车
销售市场一路升温。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
度全国房车市场销售2425辆，同比
增长17%，销量为近5年同期最高。
今年“五一”假期，深圳等地房车营地
火爆。“营地30多台房车位全部订
满，以往没有这种情况。”一位房车营
地负责人说。

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研究报告，
2021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达
到747.5亿元，同比增长62.5%；带动
市场规模3812.3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58.5%。预计2025年中国露营经济核
心市场规模将上升至2483.2亿元，带
动市场规模将达到14402.8亿元。

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多措并举引导露营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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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拍摄的金山岭长城云海景观。
一场降雨过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

金山岭长城出现云海景观，长城周围云雾缭绕，
美如仙境。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