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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JDQB-D02-15地块用地性质确定公示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
规JDQB-D02-15地块进行规划用地性质确定。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相关方案进行公示启事。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9月2日至2022年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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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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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5686635，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9月2日

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4幢603房公开挂牌转让
项目编号：XZ202209HN020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4幢603

房，建筑面积为118.15m2，挂牌底价为782389元。恒天名家小区

周边住宅小区众多，产业集聚程度较优，学校、医院、超市、活动广场

等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交通便利，是居家置业的理想选择。

公告期：2022年9月2日至2022年9月19日。受让方资格条

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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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03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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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声明
邹琦（身份证号：4201**********

4420）于2001年 11月 15日本人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登记了海

南华融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并登记

为该公司监事。特此声明。

声明人：邹琦 2022年9月1日

●符德帅遗失海南省白沙黎族自

治县七坊镇那来村委会那来二队

林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

第17266号，编号：B4608019120

57，现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局不

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

水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Z6410000718803，账 号 ：

781221942548092001，特此声明

作废。

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海口飞行部员工孙斌（员工

号：210111），我单位已向你寄送

达返岗通知书，你未按要求到单位

报到，且无故缺席相关会议、业务

学习或培训，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五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

说明情况。逾期未报到的，公司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同时保

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法律责任的

权利。特此公告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

2022年9月2日

注销公告
海南欣欣智力开发活动中心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办理相

关事宜。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声明

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朱 静 丽 （ 身 份 证 号 ：

460003********0225）于 2022 年

7月1日起旷工，公司多次与其联

系办理离职手续至今无果。现我

司登报声明：朱静丽因连续旷工，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我司与朱

静丽于2022年8月1日起解除劳

动合同，双方已无劳动关系。特此

声明。

海南智慧游数字旅游技术有限公

司 2022年8月31日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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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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琼海市大路DL-003号地块具备净
地出让条件的证明》，琼海市大路DL-003号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
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
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按照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规划委员会 海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商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
（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琼海市大路DL-003号地块的投
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07.6万元/亩，年度税收
不低于20万元/亩。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控制指标和达产时间按规定列入《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应严格
履行协议内容。二、竞买要求及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
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项
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项目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50%（不含50%）。（四）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日
内，由竞得人成立的项目公司或竞得人与琼海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
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三、申请人可于2022年9

月2日至2022年10月9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也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
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
印。四、申请人可于2022年9月2日至2022年10月9日到琼海市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
间为2022年10月9日17：00。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10月10日17:00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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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一）起
始时间：2022年9月23日 8:30。（二）截止时间：2022年10月11日
16:00。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
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
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Ir.
hainan.gov.cn。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二）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七、联系
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联系电话：0898-62811911；
联系人：蔡先生。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琼海告字〔2022〕10号

地块名称

琼海市大路
DL-003号地块

土地位置

大路镇农产品
深加工片区

土地面积
（m2）

65667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年）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18m

开发期
限（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294

枪患阴云笼罩美国新学年

三个多月前，一名18岁枪手
闯入美国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
罗布小学，杀害19名学生和两名
教师，酿成美国10年来致死人数
最多的校园枪击事件。

如今，美国各地纷纷迎接新学
年，但笼罩在美国教师、学生及其
父母心头的枪患阴云，挥之难去。

《华盛顿邮报》8月30日说，美国校园
枪患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据美国《教育周报》统计，截至8月30日，全
美今年已发生28起造成人员伤亡的校园枪
击事件，致死27人，致伤57人。

单是过去一周来，美国多地发生校园
涉枪事件：加利福尼亚州一名中学生开枪
打伤同学，南卡罗来纳州接连发生两起中
学生在校拔枪事件，得克萨斯州一名高中
生因携枪到校被捕，亚利桑那州一名7岁男
孩携带两把枪上学，马里兰州两名高中生
开学第一天荷枪实弹返校，另有多所学校
因枪支威胁临时封校……

近期发布的各类民调也佐证了美国人
心头枪患阴云的严重程度。南加州大学日
前公布的一项年度民调结果显示，加州学
生家长和选民连续第四年把校园枪支暴力
列为“最担忧问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民
调表明，三分之二美国父母担心孩子在校
可能遭遇枪支暴力。

8月最后一个周末，十几名罗布小学枪
击案遇难者亲属和数百名示威者在得克萨
斯州首府奥斯汀举行抗议集会，敦促州长
阿伯特切实采取更多行动遏制枪支暴力，
例如将购买AR-15型步枪年龄从18岁提
高至21岁。AR-15型步枪正是罗布小学
枪击案枪手使用的武器，在美国民间十分
常见。许多示威者担心，如果政府不根治
枪患，发生下一次校园枪击只是时间问题。

枪支暴力不仅夺走许多美国少年儿童生
命，还给美国青少年身心成长带来严重伤害。

多年来，从防弹书包热销到定期校园枪击
应急演习，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人童年记忆的
一部分。

为应对枪患，全美各地在新学年到来前就
纷纷采取措施加强校园安全，包括为学校警察
配备防弹盾牌、安装校园警报系统、聘请更多
武装保安、成立“威胁评估小组”识别“需关注

学生”等。
不过，曾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科罗拉多

州哥伦拜恩高中校长迪安杰利斯最近在一个
纪念活动上说，安装防范枪支暴力的摄像头或
金属探测器，“只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一位
母亲在Axios网站上写道：“强迫孩子们在情
感上将大规模校园枪支暴力常态化，让人感觉
是道德上的灾难。”

有研究报告显示，针对校园枪击进行演练，

可能造成消极和令人恐惧的学习环境，给儿童
带来身心创伤。而对经历过校园枪击事件的幸
存者来说，所受“沉默伤害”会更加持久。

凯泽家庭基金会日前发表调查报告说，
2018年得克萨斯州圣菲市一所高中枪击事件中
的多名幸存者至今创伤未愈，有的经常因惊恐
焦虑而肌肉痉挛，有的迄今不能待在学校附近，
不吃药就睡不着。报告说：“时间和金钱都无法
抚平这类事件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深切悲痛。”

美国校园枪击事件频发，是以社会枪支暴
力泛滥程度达到历史新高为背景。“枪支暴力
档案”网站统计表明，今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天
发生不止一起造成4人以上伤亡的大规模枪击
事件，每天有超过110人死于枪杀。另据美媒
报道，美国7月枪支销量超过120万支，月度枪
支销售连续36个月超100万支，创下纪录。

美国枪患难除，政府消极应对、政客执着
党争难辞其咎。8月30日，美国民主党籍总统
拜登访问关键选举州宾夕法尼亚，提出“更安
全的美国计划”，宣称决心禁止在美销售攻击

型武器等。但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白宫和民主
党人此举更多是着眼11月中期选举，口惠而实
不至。拜登政府此前标榜的6月签署的控枪立
法，被批评为只是“两党妥协版”“力度打折版”
法案，一些控枪关键主张未得到体现。

利益集团掣肘是美国控枪难的另一大根
源。与枪支生产、买卖和使用相关的产业链形
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而美国政治受到利益集团
操控。美国网站“公开的秘密”数据显示，1998
年至2020年，美国反控枪团体累计花费超过
1.7亿美元游说政客、左右立法。

今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
员会公布报告指出，美国五大枪支制造商在10
年时间里从突击步枪销售中赚取10多亿美元，
而且近年来获利明显加速增长。在就此举行
的一场听证会上，枪支制造商拒为枪支暴力负
责，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围绕枪支管控话题
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华盛顿邮报》指出，这种
党派性相互攻讦已成为严重枪击事件之后的
常态。

病根不除，症状难消，阴云难散。
（新华社休斯敦8月31日电 记者徐剑梅）

新冠导致美国人均
预期寿命连续两年下降
降幅为二战后新高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31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月31日发布的最新
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较前一年缩
短近1岁。这是该项数据连续第二年下降，报告
分析称新冠疫情是首要原因。

美联社在报道中称，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
年和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两年降了近3岁，
上一次出现如此降幅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份由美疾控中心下属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
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6.1岁，较2020年缩短0.9岁；2020年的人均预期
寿命为77.0岁，较2019缩短1.8岁。2019年至
2021年，美国总体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7岁。其
中，男性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了3.1岁，降至73.2岁；
女性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了2.3岁，降至79.1岁。

报告分析认为，新冠疫情是导致美国2021年
人均预期寿命缩短的首要原因，其他主要原因还包
括意外伤害、心脏病、慢性肝病和肝硬化、自杀等。

全球累计猴痘确诊病例
超5万例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31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
8月31日发布的猴痘疫情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
猴痘确诊病例达50496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6例。

数据显示，全球近7日猴痘新增确诊病例5139
例，近7日新增死亡病例1例。共有125个国家和地
区报告了猴痘病例。猴痘病例总数超过1000例的
国家是美国17994例、西班牙6543例、巴西4693
例、法国3547例、德国3467例、英国3413例、秘鲁
1463例、加拿大1228例和荷兰1160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8月31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一些国家新增病例的减少证明疫情是可以遏制
的。在占猴痘病例数一半以上的美洲，尽管一些国家
的感染人数继续增加，但加拿大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
势。德国、荷兰等部分欧洲国家的疫情也明显放缓。

世卫组织负责猴痘工作的官员罗莎蒙德·刘
易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大多数病例出现在
男同性恋、双性恋或有男男性行为的人群中，与猴
痘患者有过身体接触的人可能感染猴痘。目前还
没有任何关于猴痘病毒通过血液传播的报告，但
在精液中可以检测到猴痘病毒。

新华社布拉格8月31日电（记
者邓耀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博雷利8月31日宣布，欧盟成员
国外长同意中止欧盟与俄罗斯签证便
利化协议。

为期两天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
当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结束。博雷利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
外长同意，将对俄官员、企业家等特定
人员“部分中止”签证便利化协议升级

为“全面中止”。这代表欧盟国家对俄
罗斯人发放新签证程序将更加严格，
新签证发放数量将“大幅减少”。该举
措取得欧盟外长“政治上”的同意，尚
未写进法律文本。

博雷利说，7月中以来，从俄罗斯
入境与之接壤欧盟国家的人员流动

“大幅增加”，对相关欧盟国家构成“安
全风险”。鉴于此，这些成员国可自行
采取国家层面的入境限制措施。

捷克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31日
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本次欧盟外长非
正式会议还商讨了欧盟与非洲关系以
及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加入欧
盟的前景等问题。

欧盟成员国外长同意全面中止与俄签证便利化协议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8月31日修订针对
莫德纳和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批准特
定年龄段群体接种这两款疫苗的升级版作为加强
针，以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提供更好保护。

图为辉瑞疫苗升级版。 新华社/美联

美药管局批准特定人群接种
升级版莫德纳、辉瑞疫苗

顽疾难除

身心创伤

头号担忧A

B

C

近
日
，包
括
得
州
小
学
枪
击
案
遇
难
者
亲
属
在
内
的
抗
议

者
在
奥
斯
汀
市
举
行
集
会
呼
吁
控
枪
。

新
华
社
发
（
李
波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