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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6月10日上午10时在海
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第三次公开整体拍卖：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朝标桥东（万泉豪庭）A6别墅（房产权证号:
海房权证海字第18555号）及A8别墅（房产权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
18557号）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国用（2006）第0382号]
参考价：14084371.2元,竞买保证金：600万元。上述房地产过户产
生的所有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8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6月8日下午16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

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如为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于2015年6月
8日下午16时前到下述两家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交纳保证
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
支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竞买人
姓名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3-5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
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楼；电话：0898-68529777、18976265939

协拍单位：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9
号中衡大厦17层；电话：0898-68523808、13307551678

法院监督电话：65329172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严红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蓝色海岸A

栋1单元1106号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

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11445号，房屋建筑面积为54.75

平方米，分摊使用土地面积为15.51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

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

《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5月21日

铺面招租
海口市海秀东路2号兴润达广场三、四、五楼，面积

4300m2（原杨歌KTV经营场地），现对外整体招租。该
铺面东临海口宾馆，西临望海国际广场，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有扶手梯、观光电梯、货运电梯直达，有大型停车
场。铺面拟经营KTV、商业、办公等，欢迎前来洽谈，谢
绝中介。

联系电话：13907507501（陈先生），
0898-66790569

海南兴润达实业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设计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粤海一路项目己由发改委以海发改投资函

【2014】855号批准立项，项目业主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为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
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己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招标范围包括概念性方案设计及中标后编制深化、初步
设计、施工图设计等；设计费用 53.15万元；计划工期 30日
历天。本次招标投标人资质要求具备市政公用行业（道路）
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设计负责人要
求为本单位注册的道路专业的高级工程师。详情请登录

《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hkcein.com）。联系
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根据对文昌市城市概况、绿地现状和绿地发展因素的详细分析，
文昌城市绿地系统分为两个层次，依次为市域生态绿地系统规划和中
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为东至八门湾，西至东环铁
路，北至迎宾路，南临高隆湾。南北长约 13公里，东西宽约 9公里，规
划面积为84平方公里。规划方案已通过文昌市规划委员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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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示时间：2015年5月22日至6月20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
昌市政府网站，文昌规划网。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ylj8296@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蔚路就业大厦
六楼，邮政编码：5713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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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0898-63216876，联系人：林小妹。

文昌市园林管理局
2015年5月22日

《文昌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5-2030年）
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公 告
三亚海岛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深航假期旅行社有限

公司、三亚盛世时光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麟州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上述4家公司不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我委下达责令限
期整改通知书（见2015年3月5日《海南日报》第A11版公告）
后，至今仍未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四十九条
的规定，拟对以上4家公司给予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
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三十
二条的规定，以上4家公司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以上4家公司符合听证
条件，可以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申请听证，逾期视为放弃该权利。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5339276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5年5月21日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程范淦
通讯员 黄艳艳 陈思国

两年前开始接受七项全能正规专业
训练，去年排名国内第22名，一年后她
已稳居国内成年组前6名。在刚结束的
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上，获得了冠军。

这是海南选手第一次获此殊荣，她
就是刚满17岁的陵水黎族姑娘周晶晶。
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对周晶
晶以及教练进行嘉奖，各奖励2万元。

“身披国旗一登上领奖台的那一刻，
我永世难忘，太激动了，无法形容。”虽然
已经过去将近10天的时间，周晶晶说起
来还激动无比。

曾在体校篮球队司职前锋

周晶晶入选海南省田径队实属偶
然，2012年海南省少年田径锦标赛在省
高级体校举行，正是这次比赛改变了周
晶晶的运动轨迹。

海南省女子七项全能队总教练代美
在省少年田径锦标赛跳高比赛上发现了

周晶晶。代美说，当时15岁、身高1.68米
的周晶晶跳过了1.48米，成绩不算突出，
但她的比赛气质与众不同，一下子吸引了
我。这个孩子敢于挑战，进取心很强，不
怕竞争，是块练七项全能的好材料。

其实，是一个偶然机会让周晶晶走
上了体育的道路。周晶晶的启蒙教练、
陵水体校校长张红艺回忆说，2010年6
月，他到陵水英州镇物色“苗子”，在英州
的各个小学里苦苦寻找了3天都没有找
到合适人选，正当他准备回陵水县城时，
正好周晶晶放学回家，他一眼就在一群
学生当中看中了这个年仅12岁，个子已
有1.65米的女孩。

在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周晶晶被选
入陵水体校参加训练。进入陵水体校训
练了一段时间后，和周晶晶一同被选拔
上来的110名农村小孩中，有20多人因
为无法忍受每天大强度的训练而被淘
汰。周晶晶咬牙坚持了下来，她说：“每
天早晨要进行速度、力量、弹跳等各项训
练，20个100米急速跑和10圈变速跑
训练的确折磨人，好在我没有掉队。”

在陵水体校，周晶晶更喜欢打篮球，

一度入选了篮球队司职前锋，她的目标
是以后代表一所大学篮球队参加全国大
学生女子篮球赛。她的篮球梦想看来是
很难实现了，由于周晶晶训练刻苦，速
度、力量、柔韧度、灵敏度领先同龄人一
大截，张红艺最终让她练田径。

一年内国内排名升至第6名

在2014年3月的全国室内田径锦标
赛首站比赛中，首次参赛的周晶晶名列
第22名。一年以后，在同样的比赛上，面
对同样的国内顶尖选手，周晶晶获得了
第6名。一名17岁的小将一年时间排名
提升这么快，这样的进步这几年在国内
女子七项全能界还是第一次发生。

周晶晶说，去年初第一次参加全国
比赛时，面对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亚运
会冠军，她有些紧张。今年初再参加全
国比赛时，周晶晶一改菜鸟气质。她说：

“实力增强了，今年再和这些冠军同场竞
技，没有了紧张，有的只是赶超。”

代美说，周晶晶对全能项目的悟性很
高，加盟省队后她从头练起。跑、跳、投等

7个项目一般选手要练3年多，才能参加
比赛，周晶晶练一年多就能参加全国比赛
了。她学新技术的能力比别人强。刻苦
训练也是周晶晶飞速进步的主要原因。

代美透露，周晶晶每天提前20分钟
到训练场，先做准备活动。在训练中，我
们给她布置的训练内容，她不但不折不
扣地完成，还经常加练。为此，我还要时
不时地“敲打”她，让她控制运动量，尽量
少加练。尽管如此，周晶晶每逢休息日
也闲不下来，她经常会在田径场上慢跑
十几圈。“我最头痛的是如何让她别超负
荷训练。”代美说。

同龄选手中的佼佼者

女子七项全能是我省传统的“拳头”
项目，已经退役的王海兰曾经在国内和
亚洲保持了十多年的高水平。现在，周
晶晶将扛起这杆全能大旗。

代美说，经过不到两年的专业训练，
17岁的周晶晶已经稳居国内成年组前6
名。在王海兰的职业生涯中，由于身高
问题，跳高一直是她的软肋，在代美眼

中，周晶晶的优势就是没有弱项。她说：
“全能项目非常考验选手，我并不强求选
手在某个项目上有超高的水平，而是希
望她别有弱项拖后腿。一旦有一个较弱
的项目拖后腿，有时会让其他强项建立
起的优势前功尽弃。”

“晶晶出生在黎族家庭里，是个地道
的农村女孩，今天能有此成就，离不开教
练的精心培养，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今后将督促她好好学习，刻苦训练，争
取更大进步。”周晶晶父亲周化经说。

“这是晶晶刻苦训练最好的回报。”陵水
县体校校长、周晶晶的启蒙教练张红艺开心
地说，由于刻苦训练，晶晶的竞技水平以及
各方面的素质非常高，即使是获得了亚洲最
高的荣誉，也是很平静地给教练发回了一个
很平静的短信“老爸，我得了第一名”。

“成大事者有静气”，张红艺对这个
“女儿”赞不绝口。他说，周晶晶基础好、
素质高，现在刚刚迈进入体育竞技最高
殿堂的大门，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要她保
持刻苦训练，在高水平教练的科学指导
下，会取得更大的辉煌。

（本报椰林5月21日电）

一年跻身国内成年组女子七项全能前六名，首次代表国家队比赛便获金牌

黎家出了个亚洲冠军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邓海
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管理
局获悉，截至目前，除即将到期更新的
196辆出租车外，其余2500多辆双燃料
和纯电动出租车计价器的调整工作已
基本完成，1元的燃料附加费已并入计
价器显示金额。旅客乘车到达目的地
后，计价器所打印发票的“金额”栏内的
价格已包含燃料附加费，为本次运营的
全部费用，不需要再额外支付。

最近海口的“的哥”王师傅遇到了
一件烦心事，新调整后的出租车计价

器打印出来的车票上除了过去就有的
“金额”总价外，还有单独打印的1元燃
料附加费，那究竟是应该两个都收，还
是和原来一样只收取“金额”栏中的总
价，这可让王师傅犯了难，求助身边的

“的哥的姐”，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不
能收因为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有的又
说当然能收，要不干嘛把这项费用专
门打出来？

带着王师傅的疑问记者专门采访
了海口市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从今年3月6日开始，该局决定将

1元燃料附加费并入到出租车计价器显
示金额收费，并采取分批的方式调整出
租车计价器。截至目前，除今年6、7月
份即将到期更新的196辆出租车外，其
余2500多辆双燃料和纯电动出租车计
价器的调整工作已基本完成，调整后的
出租车计价器打印的车票金额已包含
燃料附加费。

“乘客在到达目的地后，当驾驶员
按下‘空车’指示灯按键时，计价器原先
显示的‘即时运价’会自动变成本次运
营应收取的全部费用，计价器所打印发

票的‘金额’栏中的金额已包含燃料附
加费，为本次运营的全部费用，驾驶员
不得另外向乘客索取 1 元燃料附加
费。”该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目前未调整计价器的196
辆非燃油出租车除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收
费外，可另外向乘客收取1元的燃料附
加费，但必须向市民提供发票，否则市民
有权拒付。据悉，海口市交通局下一步
还将尽快对已调整计价器的出租车更新
收取燃料附加费的“温馨提示”，进行通
知，以免发生乘客多交费的误会。

海口2500多辆出租车计价器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1元燃料附加费并入计价器显示金额

5月 14日，“为中华民族
复兴保驾护航的任务就在你们
一代青年的肩上！”结合了历史
与时局的铿锵爱国励志演讲回
荡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校
园。2015年征兵工作当天走
进了我省各高校校园，教育部
今年新增的6条大学生征兵优
惠政策更是激发了大学生们投
笔从戎的热情，仅海职院就有
千名学生咨询，现场有一百多
名学生填写了报名表。

图为海口警备区征兵工作
人员向大学生介绍今年征兵情
况及政策。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刘谋柏 摄

征兵工作走进高校

校园荡漾爱国心

我省中部山区生态保护力度不断
加大，各种鸟类数量大增

又逢稻谷成熟季
农民田间驱鸟忙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哟嗬！哟嗬！”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陡
水河村委会毛真村一处山坳里，不时传来阵阵响
亮的吆喝声，打破了山坳的宁静。

又是一年稻谷成熟季。在我省中部山区的农
民为了有个好收成，正忙着最后的田间管理，与平
原地区农民相比，他们还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需
要在稻谷快要成熟时，到田间驱赶来食用稻谷的
鸟类。

5月12日下午，记者在毛真村稻田边看到，
农民采用各种不同方式驱鸟，有些稻田里插上五
颜六色的旗子，有些稻田竹竿上挂着衣服迎风摆
动，有些稻田里还挂着像风铃一样的装置，风一吹
就发出声响，连片的稻田，远远望去，驱鸟的场面
十分壮观。

毛真村村民邓富财干脆买来网，把稻田用网
遮盖住。“我家在这里大约有3亩稻田，我花了
500多元买网，稻谷快要成熟时，就用网把稻田
盖住，稻谷收割后再把网收起来，网可重复使
用。”邓富财告诉记者，现在到处封山育林，他感
觉生态保护好了，鸟儿明显增多了，本来是件好
事，但农民却为此而烦恼，如果不采取措施驱鸟，
收成要差很多。

尽管稻田里布置了各种驱鸟的物品，但是有
些鸟儿并不害怕，成群结队飞进稻田偷吃稻谷。
毛真村村民钟谢家的稻谷马上要开割了，这些天
她白天蹲守在田间，随着她的几声吆喝，数十只小
鸟从稻田里飞出来，叽叽咋咋地鸣叫着，有的落到
附近的灌木丛中，有的落到电线上。只要钟谢安
静一阵子，鸟群又返回稻田抢食稻谷，从早到晚这
样反复着。

记者在五指山市的畅好农场、阿陀岭山脚下
等地也看到类似的场景，田间彩旗飘扬，不时有人
在田间吆喝着。

据了解，作为我省生态保护核心区，保亭县的
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85.2%，五指山市则达到
86%。群众为保护山区生态做出贡献，然而他们
守着金山银山，却过着穷日子。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从2010年起，保亭率先
在中部山区市县实施森林生态效益直补，目前，保
亭县户籍农民每人每年直补300元。五指山市去
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生态效益直补，6万多农
民受益。

（本报保城5月21日电）

省文联组织
传统曲艺进校园

本报海口5月 21日讯（记者陈蔚
林）昨天晚上，由省文联主办、省曲艺家
协会承办，海南福星相声社担纲演出的

“传统曲艺进校园”晚会在海口经济学
院举行。夜幕低垂，音乐厅里《打灯
谜》、《八扇屏》等经典曲艺作品轮番上
演，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3周年纪念
日，也是中国文联确定的第二个“中国
文艺志愿者日”。

为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坚
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动海南
文化建设均衡发展，培养海南语言类艺
术创作表演人才，省曲艺家协会决定在
省文联指导下，于5月中旬至下旬以文
艺志愿服务的方式，组织曲艺小分队开
展“传统曲艺进校园”活动。

根据安排，接下来，文艺志愿者们
还将走进海南大学、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海南华侨中学等院校，献上一台台
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传统曲艺节目，
让更多青少年领略传统曲艺文化魅力。

省教育系统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本报海口5月 21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从
今年6月起将在全省中小学校、省属中
等职业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主题活动，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国
学经典学习诵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争先创优活动。

据了解，传统美德教育系列活动包
括“传承美德·我们的家训”、“传承美
德·我们的节日”、“传承美德·我们的礼
仪”；国学经典学习诵读系列活动包括
国学经典图书推荐诵读、“读千古美文，
诵国学经典”、“演经典、展经典”活动。

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在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的同
时，我省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示范校”创建。

本报三亚 5 月 21 日电 （记者黄媛艳）今
天上午，三亚组织 920 名执法人员，出动两部
炮机，对位于天涯区回新村的4栋违法建筑依
法进行拆除，拆除的建筑面积达 2.16 万平方
米。因附近居民较多，拆除工作需两到三天
完成。

“这些建筑是框架结构，全部都没有经过报
建，而且建筑面积、高度都远远超过市里、区里的
有关规定。”正在现场带队拆除的天涯区城管局
负责人告诉记者，4栋建筑中3栋为回新村居民
哈氏兄弟与外来人员联合建设，另外1栋是马氏
兄弟联合外地人非法建设，共占地 1620 平方
米。其中一栋单体高达15层，建筑面积1.1万平
方米。

记者了解到，在哈氏兄弟、马氏兄弟的4栋
违法建筑起建地基时，执法人员立即进行制止，
先后给涉事居民下达《接受调查询问通知书》《责
令停工通知书》等通知。但涉事人员对此置之
不理，与执法人员玩起“猫抓老鼠”的游戏，利
用夜间进行抢建。

在拆除前，三亚天涯区委、区政府联合市
公安、市执法等部门，做了大量细致思想工作，
采取入户宣传法规制度、说服教育，向涉事居
民讲明了违法建房的危害及后果等，并采取了
暂扣施工设备、拉隔离带等措施，为顺利拆除
提供有力保障。

居民联合外地人非法建房

三亚2.1万平方米
违建被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