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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为加快推进博鳌零碳示范区岛外农光互补项目建设，根据琼海
市人民政府2022年11月26日发布《迁坟公告》要求，博鳌镇人民
政府启动191.21亩项目用地迁坟工作；截至2023年1月9日，《迁
坟公告》要求日期已逾期，尚有21个无主坟墓尚未认领并搬迁，现
就以上坟墓信息登报告知如下：

1.土地坐落：上埇林场与博鳌珠联村委会淡埇村、田埇村委会
东埇村交界处（嘉博路南侧）。

2.无主坟墓经纬度定位情况：
（1）110.563291°，19.190720°；（2）110.562619°，19.190482°；
（3）110.563563°，19.190684°；（4）110.564433°，19.190509°；
（5）110.564670°，19.190478°；（6）110.564712°，19.190599°；
（7）110.564923°，19.190529°；（8）110.564930°，19.190651°；
（9）110.565265°，19.190487°；（10）110.564296°，19.190512°；

（11）110.564907°，19.190379°；（12）110.564817°，19.190419°；
（13）110.565179°，19.189910°；（14）110.565694°，19.190193°；
（15）110.564459°，19.190777°；（16）110.561362°，19.187928°；
（17）110.562366°，19.188053°；（18）110.562416°，19.188191°；
（19）110.562476°，19.188792°；（20）110.562418°，19.188717°；
（21）110.564248°，19.190336°。

3.博鳌镇人民政府工作联系人：刘子齐，18898935951。
本次登报时间共5日（2023年1月10日～2023年1月14日），

请涉及坟墓业主在看到信息后及时联系博鳌镇工作人员对接坟墓
搬迁事宜，如逾期未能反馈，博鳌镇人民政府会将相关坟墓先行安
置到指定公墓中，具体情况届时另行登报进行告知。

琼海市博鳌镇人民政府
2023年1月10日

琼海市博鳌镇人民政府关于博鳌零碳示范区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用地迁坟告知书
因业务发展战略需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自2023年1月6日起撤销三亚分公司田独营销服务部、定安县
支公司中瑞农场营销服务部、琼海市支公司阳江镇营销服务部、琼
海市支公司万泉镇营销服务部、儋州市支公司海头镇营销服务部、
琼中县支公司大丰农场营销服务部、澄迈县支公司西达农场营销服
务部、临高县支公司红华营销服务部、屯昌县支公司乌坡镇营销服
务部、乐东县支公司尖峰营销服务部。广大客户如需要办理交付保
费、领取保险金等相关业务可到公司的柜面办理，也可通过客服热
线、中国人寿保险寿险APP等多渠道办理。我公司将继续竭诚为
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柜面营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四路8号中国人寿大
厦第一层。客户服务热线：95519。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3年1月14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撤销
三亚分公司田独营销服务部等10家营销服务部的公告

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
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实施“乙类
乙管”后是否有必要继续戴口罩？是
否还要强调个人防护？春节临近，为
确保健康过大年，大家应在哪些方面
加强注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
织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
瑞、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主任医师殷
文武回答了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问：一些网友认为，实施“乙类乙
管”后就可以放松防护，进入到公共场
所也可以不戴口罩。这种观念正确吗？

常昭瑞：当前国内新冠疫情仍处
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继续强调做好

个人防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尤其在
以下情形应佩戴口罩：一是进入医院、
商场、超市、室内会场、机场车站等环
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飞
机、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厢式
电梯时应全程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及以上级别口罩。二是进入养老
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
场所时。三是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
四是近距离接触或护理新冠病毒感
染者及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人
员时。五是医务工作者，交通运输、
商场、超市、餐饮旅游、快递、保洁等

从事公共服务及密闭场所的工作人
员。阻断新冠病毒传播，每个人都有
一份责任，重在细节，贵在坚持。

殷文武：实际上，实施“乙类乙管”
后，社会面的传染源更加不确定，更要
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
任人。在疫情流行期间，如果上班通
勤，最好保持“两点一线”。对一些重
点人群，像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儿童、
孕产妇等，在疫情期间最好少外出、少
聚集。在疫情流行较严重时，尽量不
要到影剧院、KTV、棋牌室、剧本杀等
空间密闭、人群密集场所。

问：今年是实施“乙类乙管”后的

第一个春节，为确保健康过大年，公
众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注意？

常昭瑞：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
个健康平安祥和的春节，需在以下方
面加强注意：

一是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坚持
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公筷制，保
持社交距离、咳嗽礼仪、清洁消毒等
卫生习惯，即使感染新冠病毒康复以
后，也应做好个人防护；

二是保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良好心态等健康生活方式；

三是尽量不举办、不参加大规模
家庭聚集性活动，减少家庭亲朋聚餐

聚会人数，缩短聚餐时间，也可以通
过视频、电话传递祝福，尤其是避免
把感染风险传递给家中的老年人；

四是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
人群，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加强
免疫接种，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五是要加强健康监测，密切关注
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
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时，或者
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时，要尽可能待
在通风好、相对独立的房间，尽量减
少与同住人员接触，密切关注病情进
展，如果出现病情加重，要及时就医。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乙类乙管”后是否还要强调个人防护？健康过大年需注意什么？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1月13日15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
七号卫星和搭载的试验二十二号A/B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七号等3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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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后，出入境人员及交通工
具卫生检疫、进口货物口岸疫情防
控、边境口岸恢复开通等措施进一步
优化。

中外人员往来管理有何变化？
政策实施效果如何？1月13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出入境人员数量呈现
稳步增长、有序恢复态势

自1月8日起，中外人员往来暂
行措施实施。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吴玺介绍，新
的防控措施相较以前主要有三大变
化：一是来华手续简便了，来华人员
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者可来华，无需向我驻外使领馆
申请健康码；二是取消了对航班数
量、航线以及客座率的限制，逐步有
序开放更多水路、公路口岸；三是取
消入境集中隔离，对健康申报正常且
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
进入社会面。

“1月8日以来，从监测情况看，

出入境人员数量呈现稳步增长、有序
恢复的态势。”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
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说。

刘海涛介绍，1月8日到12日，全
国移民管理机构日均检查出入境人员
49万人次，较“乙类乙管”政策实施前
上升了48.9%；日均入境25万人次，较
实施前上升了54.7%，日均出境24万
人次，较实施前上升了43.3%。

针对出入境人数大幅增长，吴玺
表示，外交部已部署各个驻外使领馆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结合驻在国相关
情况，制定具体的落实细则，帮助来华
人员了解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

“我们也尽最大努力提供更好的
领事服务、领事协助与领事保护，优
化升级12308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
应急热线，让所有在海外的公民，能
够随时与祖国联通，随时感受到祖国
的温暖。”吴玺说，“中国领事”App
也将推出更多业务，实现护照、签证、
养老金资格认证等“掌上办”。

提高查验效率确保人
员、车辆顺畅通关

自1月8日移民管理优化政策措

施实施以后，135.1万内地居民申办
出入境证件，较政策实施前增长了
129.4%。

“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及时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提供出入境
证件办理的服务。”刘海涛表示，春节
将至，内地居民赴境外旅游、探亲等
需求会进一步增长，预计口岸将迎来
人员出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
已部署各级移民管理机构，加强通关
查验组织保障，提高查验效率，确保
人员、车辆顺畅通关，中国公民出入
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

1月8日起，国家移民管理机构
已及时恢复受理审批外国人申请普
通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停留证件签
发、换发、补发，居留证件的签发、延
期、换发、补发等。但同时，中方发布
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总体方案
和优化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以后，
少数国家针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过
度和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我们坚决反对并已采取对等措
施。”刘海涛介绍，国家移民管理机构
自1月11日起，暂停签发韩国、日本
公民来华口岸签证，暂停实行 72/
144小时过境免签。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欢
迎外国朋友来华学习、工作，从事
商贸、科研、学术交流、创新创业等
活动。”刘海涛表示，国家移民管理
局将适应出入境人员新期待新需
求，为外国人来华在华、入出境及
停居留提供必要的便利，保障中外
人员正常往来，更好服务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首批恢复开通的边境
口岸和毗邻港澳口岸运行
平稳有序

1月8日以来，海关总署积极指
导口岸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程序有序
稳妥恢复开通边境口岸和毗邻港澳
口岸客、货运功能。

“首批恢复开通的边境口岸和毗
邻港澳口岸运行平稳有序，为人员往
来和贸易发展提供了安全便利的口
岸通关服务。”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
副司长李政良说。

当前背景下，要稳妥有序、科学
规范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工作，筑牢口
岸检疫防线。

李政良介绍，海关通过优化口岸

入境人员的卫生检疫措施、根据健康
申报结果进行分类处置、优化入境货
物检疫措施等做好相关工作。

李政良提醒广大来华人员，在口
岸入境时，要按要求如实逐项填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申明
卡》，如有隐瞒或虚假填报，海关将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如有检疫
方面的异常，请配合海关做好流行病
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检测等后续
处置工作。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国际航班呈现增长态势。中国民
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孔繁伟表示，
将按照“循序渐进、稳中求进”要求，
科学合理安排国际航班计划，满足中
外旅客国际出行需求。同时，把握好
行业恢复发展的节奏，确保安全第
一，确保航班量的增长速度同行业的
综合保障能力相匹配，严守民航行业
的安全底线。

孔繁伟提示旅客，出行前要主动
了解目的地国家疫情防控政策，做好
个人健康管理，乘机期间佩戴口罩，
途中加强个人防护。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刘夏村 许可 任沁沁）

中外人员往来管理有何变化？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如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当前，努力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
常循环是金融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
记者日前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有效防范化解优质
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有
关部门起草了《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
债表计划行动方案》，拟重点推进21
项工作任务，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
表回归安全区间，推动行业向新发展
模式平稳过渡。

着力改善优质房企经
营性现金流

坚决阻断风险传染，有效防范化解
优质头部房企风险，需要从供需两端发
力。为防止风险从出险房企向优质房
企扩散，综合施策改善优质房企经营性
和融资性现金流，有关部门起草了行动
方案，并将于近期推动尽快落地。

记者了解到，该方案按照稳当前也
利长远的思路，通过短期针对性措施和
中长期制度性安排，围绕“资产激活”

“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四

个方面，重点推进21项工作任务。
在“资产激活”行动中，通过优化

政策激活合理需求，加大保交楼力度，
稳定房地产销售，压实企业瘦身自救
责任，支持优质房企通过并购提升资
产质量，着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保交楼是金融部门确保房地产市
场平稳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加快新增
15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投放、设立
20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加大
保交楼专项借款配套融资力度、强化
保交楼司法保障……一系列围绕“保
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安排将
在近期加速推进。

工作任务中还包括设立全国性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项再贷款，支持其
市场化参与行业重组并购，加快风险
出清。在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方
面，金融部门近期也将出台金融支持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相关文件，并设
立1000亿元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
支持部分城市试点市场化批量收购存
量住房，扩大租赁住房供给。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认为，随着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的落
地实施，优质房企现金流得到更强保
障，保交楼稳步推进，风险将趋于收
敛。经过风险出清，行业将逐渐步入
良性发展轨道。

多渠道稳定优质房企融资

记者了解到，在风险可控和保障
债权安全的前提下，金融部门将从存
量和增量入手，加大贷款、债券、资管
等多渠道融资支持力度，保持优质房
企融资性现金流稳定。

根据行动方案，下一步，金融管理
部门将鼓励金融机构与优质房企自主
协商，推动存量融资合理展期；加大信
贷、债券等新增融资支持力度；研究银
行向优质房企集团提供贷款，合理满足
集团层面流动资金需求；支持境外债务
依法偿付，提供外汇管理等政策支持。

要进一步降低优质房企财务杠杆、
提升抗风险能力，需引导房企运用好股
权融资。行动方案特别提出了“权益补
充行动”，支持优质房企充实资本。一

方面，支持股权融资，调整优化并购重
组、再融资等5项房企股权融资措施；另
一方面，发展公司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
金，培育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主体，
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建设。

专家表示，进一步稳定和拓宽优
质房企融资渠道，促进房企信用修复，
有利于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归
安全区间，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完善金融政策提振信心

当前，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
压力依然较大，迫切需要精准施策，提
振市场信心。“金融管理部门要不断完
善房地产金融政策，按照稳当前也利
长远的思路，做好短期针对性措施和
中长期制度性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潘功胜表示。

近年来，我国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
金融管理长效机制，先后推出重点房企

“三线四档”规则试点和房地产贷款集
中度管理等制度。行动方案明确，合理
延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过渡

期，同时完善针对30家试点房企的“三
线四档”规则，在保持规则整体框架不
变的基础上，完善部分参数设置。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方案主要针对
专注主业、合规经营、资质良好的优质
房企，重点是其中经营规模较大、覆盖
区域较广，具有一定系统重要性的优质
房企。方案只设定了优质房企条件，没
有具体名单，金融机构可自主把握。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日前联合召
开的主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强调，
要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做好新市民、
青年人等住房金融服务，推动加快建
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金融部门要
深入领会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深入研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
城镇化格局等重大趋势性、结构性变
化，优化完善住房金融服务，逐步推动
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吴雨）

金融部门开年推出新方案 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
拟重点推进21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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