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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1幅海口市狮子岭工业园B0101-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基本情况和宗地净地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狮子岭工业园B0101-2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20000.21平方米（约合3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为50年。目前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
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

（二）主要规划指标。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狮子岭工业园B0101-2地块规划

条件的函》（海高新函〔2022〕310号），用地位于秀英区狮子岭工业园
B0101-2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1.0≤V≤2.5，建
筑系数/建筑密度≥30%，绿地率≤20%。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422.01
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
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1422.01万元人民币，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印发的《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
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7号），该宗土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
土地竞买保证金。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
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
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
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
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二）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发展食品加工生产基地项
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四）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需自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完成规划方案设
计后5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
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0个月内建成上述项目，且项
目自建成10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并达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医
药企业以提交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

（五）该宗地需按投资强度不低于10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6个月内，
完成土地款固定资产投资额录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

自项目达产后第1年累计工业总产值不低于4亿元，前2年累计
工业总产值不低于8亿元，前3年累计工业总产值不低于12亿元，前
4年累计工业总产值不低于15亿元，前5年累计工业总产值不低于
18亿元（年亩均产值不低于1200万元）。

自项目达产后第1年（指自项目达产后从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计算税收及产值完成指标，以下同上）纳税不低于3000万元，前2年
累计纳税不低于6000万元，前3年累计纳税不低于9000万元，前4
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2000万元，前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5000万元
（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100万元）（税收指标完成数额，以土地所在地
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据为准）。

（六）竞得人需承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土地
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意不得发生变动；需承诺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
承诺该事项，在签订准入协议时提交并向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报
备；需承诺本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在土地使用年期内全部自用，未经
监管部门同意不得进行转让、出租（含分割转让、分割出租）；经转让、
出租后，准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七）为打造生态文明园区，建设清洁能源城市，项目须采取屋面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
（八）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
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加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

行为的。
（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

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该项目原非
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2.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
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及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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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买申请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
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11月17日9:00至2022年12月19日

16: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
（四）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9 日16:00。
（五）资格确认。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2月11日9:00至2022年12月21

日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2月11日9:00至2022年12月21日

16: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8:30至11:30及14:30至
17:00。

（二）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招拍挂部
六、风险提示
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

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其他风险
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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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李女士 陈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

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

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2〕076号

（二）其他规划控制条件。1.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建筑退用地
红线≥4米，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防灾、抗震等要求；建筑间距
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2.其他配建项目及要求：设置一处邮
政/储蓄所；结合服务类建筑合并设置一处公共厕所，并要求配置环卫
工具间及休息室；设置一处1076车位公共停车场（建议选址在地块西
北角进行设置）；设置共享汽车停车位16个、共享自行车停车位239
个（需要在地面设置）。人民防空地下室的规划建设除了要满足本地
块应建人民防空地下室的基础上还需要统筹建设西侧D-01-10地块
的应建人民防空地下室面积。机动车需要按照0.5个/100㎡建筑面
积（地上）设置机动车停车位，其中60%车位位于项目地块内，40%车
位位于公共停车场内；充电桩需要按照不低于配建停车位25%的比
例配置，地面车位100%实施，其他停车位（含地上、地下）符合相关要
求的，100%预留条件。（三）宗地净地情况。该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
成，土地权属清晰，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
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均已补偿到位。目前该
地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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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
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
的条件。经核查，该地块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
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
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
求：（一）该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边界范
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2年建设用地计划。该地块
将用于数字经济产业类办公楼建设使用，产业类别属于互联网产业。
（二）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项
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在约
定达产时间内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自项目达产之日起，税收
不低于20万元/亩/年，营业额不低于450万元/亩/年，以上控制指标
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三）该地块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生态软件园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四）该地
块应当严格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
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2号）的规定执行，禁止将
该项目变相改造为具备长期居住功能的“类住宅”建筑的行为。涉及
装配式建筑的，按照我省和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规定执行。
（五）该地块为标准地出让，该地块所在区域为海南生态智慧新城起步
区（软件园二期），该区域已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节能专项报告》《区域性地震安全
性评价报告》等区域评估，需要按照以上区域评估结果进行相关指标
的落实。（六）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
管理规定。竞得人须在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后半年内，按海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琼建定〔2016〕299
号）在宗地范围内修建围墙。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
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2.根据海
南生态软件园入驻要求，竞买人及申请项目须符合海南生态软件园产
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3.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
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
9002）查看和打印。也可以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
北路110-4号）咨询和领取。（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
申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17日至
2022年12月16日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提交书面申请，不接受电话、
邮寄、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
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四）竞买保证金。竞买申请人在竞
买报名时须向指定账户足额缴存竞买保证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
供竞买保证金。缴存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且不
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
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竞
买人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的，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
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
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
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澄迈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五）资格确认。经审核，竞买申请人符合竞买资格，且
竞买保证金或银行保函已按要求交纳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竞买资格审核时
间：2022年11月17日09时00分 至 2022年12月16日17时30分
（北京时间）。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
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发放的《竞
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
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挂牌报
价时间：2022年12月9日09时00分 至 2022年12月19日10时00
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工作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及14时30分至17
时30分（北京时间）。（三）挂牌报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
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六、其他需要注意
的事项：（一）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出让合同生效
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
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二）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
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
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
协议》。（三）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澄迈县人民
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动（竞得人向其关联方转让股权除外）。土地竞
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协议时提交并向
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竞得人竞得本宗土地后在土地使用年
期内未经澄迈县人民政府同意不得进行转让。经同意转让的，相关权
利义务随之转移。（四）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海
南省人民政府（琼府﹝2015﹞27号）和海南省物价局（琼价费管﹝2016﹞
157号）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七、风险提示：（一）本次交易采用
线下报名及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竞买人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
行竞买申请和报价竞价。（二）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
有关文件后，参加竞买申请及现场竞价等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
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
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
受。（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竞买人的最高报价
或应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四）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
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
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现场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五）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咨询方式：联系人：吴先生、
徐先生；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7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225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指标要求。

澄自然资委托(02)告字〔2022〕1号

地块
编号

27010-
202251

位置

海南生态智慧新城起步区（海南
生态软件园二期），海榆西线

（G225国道）和蓝梦二路交汇处

面积
（公顷）

6.316835

用地规
划性质

商务
用地

土地
用途

商务金
融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容积
率

≤2.5

建筑
密度

≤
35%

绿地
率

≥25%

建筑高度

≤80米（整体建筑限高80米，局
部建筑限高100米，100米建筑
基底面积不超过用地面积8%）

起始价
（万元）

34486

保证金
（万元）

34486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美国东部时间15日21时（北京时
间16日10时）左右，在佛罗里达州海湖
庄园，美国前任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美国东山再起从现在开始。”特朗
普在一间用数十面国旗装饰的豪华宴会
厅告诉数百支持者，“为了让美国再次伟
大光荣，我今晚宣布竞选美国总统。”

演讲开始前片刻，他向联邦选举委
员会正式提交参加 2024年大选的文
件。特朗普现年76岁，曾三次竞选总
统：2000年，他短暂参加改革党预选后
退出；2016年以共和党人身份成功当
选，2020年竞选连任未果。

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4年11月5
日投票，争夺候选人提名的党内预选同
年年初开始。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特朗
普此时宣布参选，意在走出中期选举失
意，阻止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减弱。在11
月8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表现
远逊预期。截至15日的计票结果显示，
共和党没能夺回参议院，仅有望以微弱
优势重新控制众议院。

特朗普力挺的一些参众议员、州长
候选人在选举中落败，令党内对他的号
召力产生疑虑，甚至担心他成为“负资
产”。一些人公开抱怨，从2018年中期
选举、2020年总统选举再到今年，特朗
普已经害得共和党“三连败”。

路透社分析，特朗普早早启动选
战，可能有意打击党内潜在对手的参选
积极性，包括刚刚高票当选连任佛罗里
达州州长的罗恩·德桑蒂斯、特朗普执
政时的副总统迈克·彭斯。

眼下，支持共和党提名德桑蒂斯为
总统候选人的呼声大涨。15日下午，一
架飞机拉着一条横幅在海湖庄园上空
盘旋，写着：“唐纳德，你又输了！2024
年支持德桑蒂斯。”

面对特朗普的公开抨击，德桑蒂斯
15日呼吁选民“看看上周二（8日）晚的
计票榜”，还暗示特朗普若获得提名将
难以争取中间选民。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在中期选举
前开展的一项联合民意调查显示，53%
的美国人、将近四分之一共和党人对特

朗普持“差评”。
不过，特朗普在共和党保守派的基

本盘较为稳固。卸任后，他坚称2020年
总统选举结果遭民主党“窃取”。据《华
盛顿邮报》报道，今年中期选举中，大约
300名共和党候选人支持特朗普上述说
法，其中将近一半当选国会议员或州长、
州务卿等地方高官。法新社报道，尽管
遭多名共和党“金主”抛弃，特朗普已经
筹集到超过1亿美元竞选资金。

特朗普是美国首位两度遭弹劾的总
统，同时也是首位卸任后受到弹劾审判的
前总统，眼下身陷联邦和州级机构多起调
查。国会众议院调查去年1月6日国会大
厦骚乱的特别委员会向他发出传票；司法
部对特朗普卸任后把机密文件带到海湖
庄园发起刑事调查；纽约州在调查特朗普
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税务欺诈案……

美国历史上，以非连任方式执政两
届的总统仅有一人：格罗弗·克利夫兰，
1884年当选，1888年竞选连任失败，
1892年再度当选。他是民主党人。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宣布再次竞选美国总统
当地时间11月15日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
将再次争夺白宫之位
并正式启动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

特朗普现年76岁
2017年初至2021年初担任美国总统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他输给民主党人拜登，但拒绝承认败选

目前，特朗普被牵扯多项刑事
和民事调查，涉及“国会山骚乱”、干
预2020年总统选举计票、处理机密
文件不当、特朗普集团税务欺诈等

新华社洛杉矶11月15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东部时间16日1时
47分（北京时间16日14时47分），美
国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
系统”首次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
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太空发
射系统”搭载“猎户座”飞船从佛罗里
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39B发射台
发射升空。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此次“阿耳
忒弥斯1号”任务时长约25天11小
时，“猎户座”飞船飞行距离约209万
公里（130万英里）。飞船预计于12
月11日返回地球，溅落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圣迭戈附近海域。

此次任务旨在测试“太空发射系
统”的性能表现以及“猎户座”飞船的
能力，主要目标是在太空飞行环境中
检验飞船的各项系统，在后续执行载

人试飞任务前，确保飞船返回大气
层、下降、溅落海面、回收等各环节的
安全。

美国航天局表示，“阿耳忒弥斯
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是美
国一系列月球探索任务的第一步，
将为后续载人探月任务奠定基础。

此前，美国航天局先后因火箭引
擎故障和火箭燃料输送故障，两度推
迟“阿耳忒弥斯1号”任务发射。

“阿耳忒弥斯”是美国政府2019
年宣布的新登月计划，最初计划在
2024年前将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
球。由于预算不足等原因，美国航天
局2021年宣布，美国宇航员重返月
球的计划时间推迟，最早于2025年
登月。在宇航员登陆前，美国航天局
计划开展代号为“阿耳忒弥斯1号”
的无人绕月飞行测试和代号为“阿耳
忒弥斯2号”的载人绕月飞行测试。

美国发射新一代登月火箭
开展无人绕月飞行测试

11月16日，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从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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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全球超10亿年轻人
面临听力受损风险

一份研究报告警告，全球超过10亿青少年和
青年因不当使用耳机或进入夜店等喧闹场所面
临听力受损风险。

这份报告登载于15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
全球卫生》，分析了过去20年发表的30多项研究
数据，涵盖超过1.9万名12岁至34岁的研究对象。

报告说，这一年龄段中，48%的人暴露于演唱
会、夜店等娱乐场所的过高音量环境中。研究人
员据此估算，全球至多13.5亿这一年龄段的人有
听力受损风险。

报告第一作者、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
听力学家劳伦·迪拉德说，听力受损总体上呈现
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人有同感，去了一场吵闹
的音乐会，出现耳鸣，可能一两天听不清声音，之
后症状消失……（但）持续暴露于这种环境可能
导致（听力）永久损伤。”她说。

先前的研究显示，人们使用耳机听音乐时往
往会把音量调高至105分贝，娱乐场所平均音量
在104分贝到112分贝之间；而专家建议的成年
人最高安全音量为80分贝，儿童是75分贝。

迪拉德说，使用耳机时应调低音量并缩短时
间，在夜店等喧闹场所应戴耳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超过15亿人听
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可能增至25亿。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以色列新一届
议会议员宣誓就职

11月15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在
耶路撒冷参加新一届议会议员宣誓就职仪式。

以色列新一届议会议员15日宣誓就职。以
色列本月1日举行第25届议会选举。根据以色
列中央选举委员会3日公布的计票结果，前总理、
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议会120
个席位中的64席。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13日正
式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