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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
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
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
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
于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
分局（海口市振兴路8号）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
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人：郑皓中 联系电话：0898-65360897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 4月 9日

产权
申请人 申请依据

申请土
地面积

土地
座落

土地权
属证件

项目
名称

原土地
使用者

张雷

海 口 市 房 权
证 海 房 字 第
HKYL43847
1号

248.90
平方米

海 口 市
海 甸 岛
沿 江 五
路 白 沙
园

海 口 市 国

用(籍)字第

J0476号

白 沙 园
别 墅 小
区

海 南 希
克 房 地
产 开 发
公司

关于G98高速公路白莲互通至白马井互通段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白莲互通至白马井互通段机电配套
（监控系统）工程设备修复施工的需要，现计划2015年4月20日
进行现场修复施工，2015年4月30日完成。根据施工要求，现需
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2015年4月20日至
2015年4月30日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584+580至K586+580
段右幅进行单幅单车道的交通管制。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
按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4月15日

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
上递增6%，租赁期限为5年。

公告期：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5月18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
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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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4月17日

项目名称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2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3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4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6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7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8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9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0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1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2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3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4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5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6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侧17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西侧1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西侧3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西侧4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西侧5号铺面

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西侧6号铺面

室内使用面积（m2）

一楼

19.91m2

21.07m2

21m2

21.03m2

38.78m2

21.08m2

21m2

20.82m2

20.8m2

20.39m2

47.14m2

21.09m2

16.45m2

19.73m2

20.88m2

72.68m2

22.59m2

29.37m2

68.24m2

111.83m2

65.23m2

二楼

23.61m2

24.42m2

24.03m2

24.06m2

23.88m2

23.88m2

23.88m2

23.88m2

23.57m2

23.66m2

57.34m2

23.96m2

11.23m2

23.76m2

24.3m2

81.3m2

37.5m2

40.89m2

82.59m2

138.86m2

79.91m2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34781元

36604元

36371元

36422元

59787元

36423元

36317元

36080元

35942元

35433元

82868元

36465元

25757元

34598元

36310元

125206元

43319元

53489元

119810元

197606元

114872元

竞租保证金
（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15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万元

20万元

10万元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4HN0040

受委托，位于海口市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东西两侧21间铺面公开招租，该21间铺面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符菊（身份证号：460100195503011849）、共同债务

人利昭彬（身份证号：460103197910191259）：根据《个人授信
协议》（授信协议编号：100588049947）、《个人贷款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编号：100588049947-01）以及《共同还款承诺书》，
我行已按约向符菊提供贷款，利昭彬作为共同债务人为上述借
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鉴于符菊目前已违反《个人授信协议》第
19条的规定，且我行已向符菊、利昭彬送达了《个人贷款催收通
知书》，但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该笔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
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贷款本金￥300，
095.19元，利息、罚息及复息共计￥5，804.77元（暂计至2015年
4月15日止），合计金额为￥305，899.96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5年4月17日

选定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一、招标代理项目：海口市三门坡镇三加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施

工和监理的招标代理。项目资金为省级投资，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报名选取。

二、报名要求：（1）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同时具有工程招标代
理甲级资质、中央投资招标代理乙级或以上资质和政府采购甲级资
质。项目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2）省外企业已办理
进琼备案。项目负责人为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中的人员。（3）报名
请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携带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身份证、营业执
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相关资质证书及备案材料（以
上材料提供原件核对，收取盖章的复印件）。

三、报名时间：2015年4月20日至4月22日下午17∶00止（每天受理
时间为8∶30-12∶00；14∶00-17∶00）。报名地点：海口市长滨三路市政府
第二办公区15号北楼1006。联系人：王先生、姜小姐，电话：68723740。

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5年4月17日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实习生 何劝

今天，海南省志愿者小军捐献造血
干细胞过程中，机器出现故障，辗转2家
医院并被扎了10多针，持续4个多小时
才完成捐献。他说：“选择捐献造血干
细胞，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我都要将好
事做到底。”他也成为全国第4834例，海
南第62例成功捐髓救人者。

热心公益
曾捐7000余毫升血

上午，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在小军躺着
的病床上，左侧简易床头柜上摆放着红十字
会给小军颁发的荣誉证书，右侧采集造血干

细胞的机器正在转动着，血液源源不断地
从小军身体里流向机器上方的血袋中。

80后的小军是三亚某文化旅游公
司员工，山西人。从1997年开始无偿献
血，他每年坚持，累计献血量达到7000
余毫升，是无偿献血铜奖获得者。

据了解，我国有白血病人400多万，
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有100多
万，因找寻不到相合的配型而死亡的白
血病人达3万以上。

去年年底，小军的一位患白血病的
同事就是因为没有等到配型而去世。
这给小军带来很大的触动，他说：“对我
来说只是抽点血，然而，对患者来说，这
是一次重生的希望，这不仅仅是救一个
人的生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今年1月底的某天，当小军接到一
个电话，得知自己留在中华骨髓库的爱
心血样与浙江的一位白血病人配型初步
相合以后，就立刻与家人商量，征得家人
同意后，小军主动打电话给海南省红十
字会说，愿意无偿捐献干细胞，就算过年
期间也没有问题，能让患者的家庭过一
个好年，他的小小牺牲并不算什么。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配对，检查，终于
等来了今天的一幕——抽取造血干细胞。

捐献曲折
坚持将好事做到底

早上7点多的时候，小军的病房里
已经传出了走动的声音，医生和护士准

备开始抽取他的造血干细胞。抽血扎
针，扎针抽血，一早上下来，小军的一双
手臂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14个针孔。

“幸好老婆没跟来，不然的话看到
这些针孔她非得心疼死。”他带着调侃
的语气对记者说。这次陪同小军过来
的是他的两个同事，同样也是造血干细
胞的捐献志愿者，他们说：“等了好几年
都没有等到配型成功，小军能够和病人
配型成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在他们
看来，能够捐献干细胞，能够挽救他人
的生命是一件既快乐又幸运的事情。

本以为抽取造血干细胞会比较顺
利，没想到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抽取了67
毫升血时，机器出现故障，不得不辗转
到省人民医院继续抽取。

面对着新一轮的扎针取血，小军并
没有烦躁，他说：“既然开始了，就没有
半途而废的道理，坚持一下就好了，病
人还在那边盼着呢。”于是，经过1个多
小时的车程，小军从市人民医院转到了
省人民医院。

耗时4个多小时，辗转2家医院后，
今天下午，采集结束。共采集到242毫
升造血干细胞。他说：“无论遇到多大
困难，我要将好事做到底。”

据海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今天去浙江的航班已经没有了，今
日采集的造血干细胞最迟将会在明天
上午送到对方病人的医生手中，尽快投
入到病人的治疗当中。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

志愿者小军捐献造血干细胞过程中，辗转2家医院被扎了10多针

抽我一点血能救他人一条命，值！

本报三亚4月16日电（记者宋国
强 孙婧 通讯员 路瑞霞）4月16日，交
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永兴岛
西北方约50海里处海域成功救助1名
越南籍患病渔民。

4月16日上午，南海第一救助飞行
队珠海总值班室接南海救助局转海南省
搜救中心救助信息：15日晚上10时许，
越南籍渔船在三亚市正东方向约298海
里处发生故障，船上一名60岁渔民突发
急病，请求救助直升机前往救助。同时，
我驻外使馆也来电，给患病的越南籍渔
民提供必要救治。

接到救助信息后，南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三亚基地
B-7137救助直升机执行此次救助任务
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2时25分，经
过多方核实，获得渔船最新坐标，位于永
兴岛西北方约50海里处；12时40分，
B-7137直升机起飞前往救助；经过近
两个小时的远距离长途飞行，14时20
分，B-7137直升机抵达目标海域；10分

钟后，B-7137直升机成功将1名患病渔
民和1名陪同救上直升机并返航。17
时，B-7137直升机落地三亚凤凰机场，
患病渔民及其陪同被外事、海关以及边
检等相关人员接走救治。

又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李婷婷）
16日凌晨，在琼州海峡海域作业的一艘
临高籍渔船有一渔民突发疾病，南海救
助局海口基地及时派救助船施救，将该
患病渔民送往岸上救治。

越南船员突发急病 南海“飞鹰”海上救回

4月15日，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排水管道养护所施工人员更新碧海大道上破损
井盖，消除安全隐患。据悉，汛期前，市排水管道养护所开始对市管道路的5万余
座井盖，进行拉网式排查体检，做好汛期安全隐患排查。

本报记者 李英挺 通讯员 符宏 摄

海口对5万余座井盖“体检”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小婷

“这几天，总想起临别前和乡亲们的
约定，要常回‘家’看看。”刚刚结束为期半
年的挂职，海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吉盈
翰就已经开始想念那个宁静安逸的小镇。

2014年7月，海南大学与万宁市签
约共建研究生挂职锻炼基地，商定每年
选拔20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分两
批到万宁市市直党政机关和乡镇挂职半
年。挂职人员将分别担任局长助理或镇
长助理，参与挂职单位的生产发展和相
应的管理工作。

日前，首批赴万宁的研究生挂职期
满返校，而他们的心已经和那片热土紧
紧连在了一起。

扎下根才能往上长

万宁，对于从黑龙江来琼求学的吉
盈翰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地理概念。
可当他得知学校正选拔研究生赴万宁挂
职锻炼时，心里却怦然一动。

“我们待在象牙塔里的时间太久，被
保护得太过周到，这其实并不是好事。”不
接地气，是吉盈翰对自己的判断，“不深入
基层，我们根本无法获知老百姓需要的是
什么。所以，我希望能在毕业前参加这次
挂职，为自己今后的就业矫正方向。”

紧接地气苦中有甜

角色转变初期，是最为艰难的日子，
“刚开始挂职的时候手忙脚乱，就连拟条
公文都要改好几遍，产生了一些抵触情
绪。”与吉盈翰一同参与挂职的海南大学
在读硕士研究生李影说，“我不会的，他
们手把手教；我做不好的，他们帮着做
好；见我早餐只吃面包，还非要拉我去

‘加餐’，说‘一碗热气腾腾的后安粉才是
一天的开始！’”

有一回，后安镇政府的大院里闯进
了几只老乡放养的黑山羊，自小在城市
里长大的吉盈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这几位“不速之客”送回家。满身大汗的
他和老乡放声笑着，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拓展范围共建双赢

半年时光匆匆，返校的研究生们黑
了、瘦了，却更成熟了。还有人改变了择
业方向，立志从城市的写字楼里搬到农
民的田间地头去，搬到祖国最需要他们
的地方去。吉盈翰这个“城里娃”就说，
自己确信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首批挂职研究生返校后，各方的反
响都很好，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下一批研究
生的挂职事宜。”海南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思想政治教育科负责人曾德虎告诉记
者，当前，已经有不少研究生闻讯而来，想
要参加下一批挂职锻炼活动。而校方希
望，能有更多农科类、理工类研究生通过选
拔前往乡镇，协助当地百姓发展生产。

另悉，海南大学还放眼长远，计划以
万宁的研究生挂职锻炼基地为起点，与
更多市县达成共建双赢模式，将高校与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联系起来，让新
时代的大学生在田野里自由高歌。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

海南大学首批赴万宁挂职研究生返校

情牵田野稻花香

4月16日，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B-7137救助直升机在事发海域将
患病越南籍渔民接上飞机。 通讯员 王克 摄

本报营根4月 16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
李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牵
头，联合渔业、国土资源、交通、安监等
10个职能部门，4月14日起对红岭水
库库区安全联合执法，取缔无牌、无
证、没有登记的船只，严禁在水库库区
水域非法捕捞、炸鱼等违法行为。

红岭水库自去年11月25日下闸
蓄水以来，目前水位已达高程137米左
右。库区附近有村民采用竹排、汽车
内胎和自购船只，进入库区水域捕鱼

或载客观光。进入库区的各种设备及
船只都属于无牌无证，并未经过安全
检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
护好生态环境，确保库区水体质量不受
污染，琼中县政府于4月7日发布《红岭
水库库区安全管理公告》，严禁在水库库
区水域进行非法捕捞等活动，对无牌、无
证、没有登记的捕鱼船只，进行教育劝
退，对屡教不改者，将按相关法规采取措
施，强制取缔。严禁在红岭水库库区水
域进行炸鱼、电鱼、毒鱼等违法行为。

琼中取缔红岭库区无牌无证船只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 （记者单憬岗 邓海
宁）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海口市综治委全体委
员会议上获悉，去年海口综治（平安建设）工作卓
有成效，年破获命案22宗，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占
刑事案件总数同比下降12.4%，命案数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据悉，去年海口各级政法综治、维稳、信访部
门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16项运行机制改
革创新，不断完善“大调解”平台和机制建设，镇
（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和村（居）矛盾纠纷调
处工作站建设进一步巩固，85%以上的矛盾纠纷
解决在基层；落实市、区矛盾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
议制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月报制度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五个一”责任机制、“五个统
一”联动机制、重大矛盾挂牌督办机制，全市共排
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8281宗，成功调处8094宗，
调处成功率97.8%，群体性上访事件起数和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14.5%和28.5%。

海口去年破获命案22宗
命案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天
从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
年以来，我省多部门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罪，
对一批疑似“地沟油”黑窝点进行了突击检查，加
大油脂加工厂和潲水养猪场管理力度，对无证经
营者予以取缔，同时一些未取得环保许可的油脂
加工厂被查。

在省食药监部门联合公安、环保、农业等开展
的统一行动中，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油脂加工厂所
购进餐厨潲水及动物废弃物来源以及所炼制油脂
的流向。被检查的潲水养猪点没有发现炼制油脂
行为，油脂加工厂均办有生产许可证照。环保部
门检查发现所有油脂加工厂都未取得环保许可，
并对其作出相应处罚。

省食药监部门表示将继续从源头上加大管理
力度：一是重点加强对集体食堂、饭店、餐饮摊点
等场所的监督排查，严厉查处使用假冒伪劣食用
油行为；二是落实有关制度，进一步规范餐厨废弃
物和其他残渣油脂排放行为；三是加大油脂加工
厂和潲水养猪场管理力度，对无证经营者将坚决
予以取缔。

我省突击检查“地沟油”加工

加强餐厨潲水流向管理

本报金江4月16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孙
世忠）记者今天从澄迈县计生委了解到，澄迈县对
于2014年举报“两非”案件群众进行了10万元的
奖励，目前奖金已经发放给了去年举报“两非”线
索的群众。

据澄迈县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
11月 9日上午，澄迈县卫生监督所接到群众举
报，称在澄迈县老城镇居委会某私宅内有人准备
非法引产，监督所协同卫生局相关人员联合老城
派出所赶赴举报地点进行现场取证，发现当事人
翁某已为孕妇洪某做了引产手术，人、物证俱获。

据了解，2014年澄迈县打击“两非”专项行动
小组加大打击力度，成功结案3例。

澄迈严厉打击“两非”
去年共奖励群众举报10万元

本报三亚4月16日电（记者黄媛艳 通讯员赵
江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针对无证人
员崔龙持伪造导游证接待旅游团队，扰乱旅游市场
经营秩序的行为，三亚市旅游委、公安局等多部门
联合调查，依法对崔龙予以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

今年3月25日，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综合执法检查组在三亚西岛景区进
行检查时，查获无证人员崔龙持伪造导游证接待
旅游团队。经查，崔龙当日用一辆别克商务车带
团，该团6名游客均未接受任何旅行社委派，其为
购买优惠景区门票所持的导游证为伪造。目前崔
龙已由三亚市公安局崖城分局天涯边防派出所送
达三亚市拘留所执行。

三亚一黑导
被处行政拘留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