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海南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白沙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始终把环境保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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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调整换来清溪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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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产业提升绿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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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奠定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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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生态篇

采访札记

相关链接

人物专访

白沙牙叉镇九架村符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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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是白沙发展
的立足点

彭青林

站在全省的视野! 白沙的生态有其特殊

性"一个生态的白沙不仅是海南的#绿肺$!全

省生态核心区! 还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水源涵

养任务! 白沙降水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下游人

们用水的盈缺! 白沙水资源的任何污染和破

坏都会直接反映在下游%

或许!对于下游乃至全省的人来说!白沙

仅仅保护好生态就够了" 但对于白沙自己而

言!这还远远不够"

发展是白沙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发展!这

个词汇触碰着保护的神经" 但白沙人坦然以

对!因为白沙的金子就是从生态中掘得"随便

访问几位白沙农民! 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经

济林木!还有不少买粮吃的农民"

白沙人对森林的认识走在前面& 不能只

看覆盖率!还要看水土保持的能力%保水能力

弱的橡胶不再扩大规模!而是做好做优'利于

涵养水源的竹子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做强老

三样!做大新三样$!共同构建起一个大林产

业% 白沙对全省的责任和自身发展的要求在

这里得到统一%

在白沙!传统产业大有可为!这都是生态

赋予白沙的资源% 下一步!白沙瞄准旅游业!

同样要依赖生态优势% 保护好生态就是保护

好白沙的特色! 就是保护好白沙未来的发展

前景% 生态白沙!正是魅力所在%

!

白沙全县土地面积
!""#

平方公里!

人口
"$

万!人均土地面积位居全省第一'

!

白沙地处南渡江(珠碧江(石碌河三

大水系的源头!全县森林
!%&'(

万亩!森林覆

盖率
##'%)*

!其中天然林面积
"%%'&

万亩!人

工林面积
(+'#

万亩! 全县森林蓄积量达到

"##$

万立方米'

!

白沙境内有霸王岭( 鹦哥岭和邦溪

等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 繁衍着坡鹿(

黑冠长臂猿(花梨等珍稀动植物!全县自然

保护区面积达
%,

多万亩! 占全县土地面积

的
"!'&*

%

(

彭青林 辑
*

松涛水库上游沿岸生态竹林综合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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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农民

王庆东在竹林里挖麻竹笋% 王庆东承包了

$,,

亩麻竹林 ! 每月有
-,,,

元左右的收

入%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原生态保护已成为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治县之本!连绵起伏的南妹岭和蜿蜒的南妹河如此多娇%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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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长城&奥运鸟巢 六日游
$昆明&大理&丽江&玉龙雪山 六日游
$昆明&大理&丽江&玉龙雪山&香格里拉七日游
$长沙&张家界&韶山凤凰古城 六日游
$南昌庐山&井冈山&婺源 七日游

$厦门永定土楼&武夷山&鼓浪屿 五日游
$成都九寨沟&黄龙乐山&峨眉山 七日游
$成都九寨沟&黄龙 五日游
$西安&华山&兵马俑&华清池 五日游
$西安&兵马俑&延安&壶口瀑布 六日游
$桂林大漓江阳朔风光 四日游

$香港澳门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六日游

%&&'B (C5)"D )0E$0$F;

$新加坡&马来西亚六日游
$*&'B (C5*+GHI)'D )'0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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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休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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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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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
./012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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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游赠送乌镇
%&'$

元
7

人

f<gh)!!!&&&5'66!!!!7%7!6666$igh)#!#8%'9*66$!!&%8%&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委托! 兹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如下标的"海南大华地产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总额
为

!","',"

万元#截止
!,,(

年
+

月
!,

日$!参考价
#+,

万元!

竞买保证金
!&,

万元!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止%

竞买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此前参
与委托方委托标的但尚未履约完毕的买受人及其关联人或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有意竞买者请于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前到以
下任意一家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
以到账为准%

主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 ")(#++&"((&

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
&

号国贸中心
!(.

联拍单位'#一(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
++!(,&"( "),,+,(&($$

联系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
&)

号国际大厦
$

楼
联拍单位')二(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

++!$$,#( ")(,#&$+)++

联系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
&)

号国际大厦北十楼
委托方监督电话

.+$++#)(! +$++)!&" +$++!$#!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港澳工业开发区信达大厦
委托方网址'

///'01234'056'02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

++#"(!$+ ++#")+$+

!"jklm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器械市场秩序!保障人体用械安全
有效!

!,,(

年
(

月至
"!

月期间!我局将在全省范围开展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批发(企业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生
产经营医疗器械行为% 没有接到*关于开展医疗器械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批发$企业!请到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管处领取文件或

者上,海南食品药品监督政务网-)网址"

7889-::///'71;34'

<5='02:71;34:>/<?:123@A'786B

查询%

联系电话"

++$))$)!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
88

九年九月十六日

*Knopqprstuvlm

456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拟于近期对从中国光大银行
收购的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转让处置%我办拥有对中国电
子租赁有限公司债权本金 #,,, 万元 C 截止到 !,,# 年 "! 月 )" 日的利
息 #+%'% 万元 C债权总额为 ##+%'% 万元%我办对债务人已诉讼并申请执
行!法院依法查封了债务人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东五路富爵广
场 ! 号楼部分房产并裁定抵偿部分债务 C目前处于执行中%

希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除外(积极参与% 凡有意竞买该债权
者请于即日起 ), 日内电话垂询%

联系人'梁先生&邹女士 联系电话'

,9,&66":&:;

&

'$'&66":&6"

传真'

'$'0&66"::':

邮政编码'

$'''"'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工体路东
"

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
"''!

年
!

月
"$

日

!!!!!!!!

我司受委托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在我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位于"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拍卖前一日止%

特别说明"

"

&标的的竞买保证金按参考价的
),*

缴交%

!

&买受
人支付的佣金不高于拍卖成交价的

)*

%

)

&买受人必须在
(

月
),

日前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有意竞买者!请于
!,,(

年
(

月
!$

日下午
"#

"

,,

点前来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

号宏源证券大厦
"+

楼
电话"

++&"+(!$ "),)%($"$"$

监督电话")

,$($

(

++#"(!$+

儒益村新村项目位于海榆中线以东!货运大道南侧&金鼎路西
侧!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报我局审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

&公示时间"

"&

天)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网址
7889-::///'7?E9'5F<

('海口
市政府服务中心'儒益村村委会办公地点现场%

)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

"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7?<7,$($G"+)'056

%)

!

(书面意见请邮
寄到海口市龙昆北路

)"

号海口市规划局规划设计管理处!邮政编
码"

&#,",&

% )

)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

%

&咨询电话"

++#&+#+#

!联系人"孙先生&唐先生%

二
,,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wxv

yz{*y|}~��������wx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