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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区人民政府通告
下列违法建筑经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拆除，但当事人拒不执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限下列违法建筑当事人自本通告
发布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拆除所建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区行政执法部门依
据《海南省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相关规定断水断电，并依法组织强制拆除。

依法拆除违法建筑列表（第一批）

户主姓名

李有天、李有诚

陈泽涛等9人
沙君等5人
潘先珀等5人
吴多镇等5人
冯文峰等8人

梁其珠

吴清忠

陈爱兰等3人
陈德新

杨妚玉

谭小霞等3人
罗琼风等6人

杨万林

洪兰福

李慧敏、李学斌

占毓武等6人
陈香宁

吴宁

吴金鹏等8人
王永

现场编号

K22
E18
E47
E13
E77
E83
K6
K7
Y72
Y73
Y75
E15
E16
E26
L39
B42
B43
B56
D26

D152-1
D169

违建面积（平方米）

290.03
418.02
734.23
324.46
507.46
947.53
280.36
273.3
417.23
416.92
518.85
396.2
129.06
1483.97
42.49
1060.34
101.02
315.72
223.78
1434.6
2048.38

违建物结构

混合5层
框架6层
框架7层
框架7层
混合7层
框架7层
框架5层
混合6层
混合5层
混合6层
混合6层
混合5层
混合5层
框架7层
混合2层
框架5层
混合5层
框架6层
混合4层
框架7层
框架8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B37
B70
D17
D162
D187
D211
B8
K12
K13
B2
B6
B7
E41
D52
D225
D266
E32
K11
B63
E71
E51
L20
E84
L49
Y78
Y98
D81
D82
Y58
B130

陈仲垂等7人
陈施农

罗怀远等4人
黎光声

李凤等4人
陈船余等5人
杨来伟等4人

谢容武
符振福

叶成、叶若英、甘玲
叶观胜等8人

郑淑珍
吴奇等12人

郑玉金
张松等6人
黄多雄

林进容等9人
唐宗耀、唐昕
陈施恩等16人
符育新等9人
王世珍等13人

林炜
吴多镇等5人

王爱琴
陈德天
宋大壮

任文龙等3人
李巧为
陈施桔

467.42
178.48
1404.16
122.5
85.08
258.04
434.48
239.11
193.67
536.16
525.31
471.2
413.09
106.44
593.08
337.92
763.97
197.29
228.21
162.79
1205.8
930.94
858.99
546.35
381.9
301.34
549.68
268.06
519.26
1179.68

混合5层
混合5层
框架6层
混合3层
混合3层
框架2层
框架4层
框架6层
混合5层
框架6层
框架6层
混合5层
框架7层
混合6层
混合6层
混合4层
混合6层
混合5层
混合5层
框架3层
框架7层
框架6层
框架7层
框架3层
混合5层
框架5层
框架6层
混合5层
框架7层
框架8层

2015年5月28日

联合(重新)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84号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琼山管
理分局、雷国萍等33人与海南太和实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及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系列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
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和海南铜锣湾拍
卖有限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
琼州大道东侧的珠江太和别墅区项目中A区的10185.09㎡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19栋别墅（建筑面积：8122.43㎡）。参考价：2250万元，竞
买保证金：4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6月18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拍卖大厅；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 6月 15日

17: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6月15日17:00前到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 6月 17日 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84号（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8、注意事项：拍卖成交后，仅限于办理10185.09平方米工业用地使

用权的过户，过户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其他涉
及土地变性、增容等相关税、费的缴纳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同时，
相邻的颐和美景花园的住户享有在上述被拍卖土地上通行的权利。

主拍单位：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六楼A座
联系电话：0898-66500777 13307588777
协拍单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联系电话：0898-31651618 1363764777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6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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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6月15日15:30在三
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
以下标的：

特别说明：1、整体拍卖优先；2、标的物为毛坯房；3、产权证照
变更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12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6月12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

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
据到我公司（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了解详情及
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账号：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
行。缴款用途处注明：竞买海琴阁保证金（标明整体或相应房号,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电话：66243059 13976113925（熊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88866919

标的物名称

三亚市河东区海
榆东线【1- 09-
03-31】999皇家
生态海景花园海
琴阁

整 体

房号

101

106

201

207

208

306

建筑面积（m2）

67.22

62.12

67.22

64.41

64.41

62.12

387.50

参考价（万元）

45.8

42.3

46.2

44.2

44.2

43.4

266

竞买保证金（万元）

9

9

9

9

9

9

54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李拉）日前，省政府印发
《2015年度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求以
改革创新、优化发展为主线，以建设
生态环保“十大工程”为载体，努力将
海南打造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
清水工程即是生态环保“十大工程”
之一。

在涉及水污染防治的问题上，
《要点》明确要求，继续推进城镇污水
处理工程和配套管道建设。力争
2014年计划内新建污水处理厂或污
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在2015年上
半年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建设完
成城镇（开发区）污水配套管网180

千米，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8.8 万吨/
日，抓好“截留并网，提高负荷”减排
专项行动，提高污水处理厂运营负荷
率，发挥减排效益等。

值得一提的是，《要点》要求环
保部门推行信息公开，发布重点监
管对象名录，定期公开曝光一批重
大环境违法企业。建立社会诚信档
案，将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
档案，列入“黑名单”，并在开展企业
和企业负责人“评先评优”时实行一
票否决，建立环境执法社会监督员
制度。充分发挥“12369”环保举报
热线和网络平台作用，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邀请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监督环境执法。

环境违法企业将被定期曝光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记者周晓
梦）“如果排放水污染物违法企业拒不改
正，按照新《环境保护法》的配套办法，可
对其执行按日计罚，甚至可罚至违法企
业破产。”今天上午，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举行我省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媒体通气会，公布了一批排放水污
染物违法企业名单和典型案例，该厅副
厅长岳平表示将对违法企业的环境违法
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据介绍，省生态环保厅从4月中旬部
署开展此项专项行动以来，全省执法人员
通过现场检查、监督性监测、污染源在线
监控、群众投诉和媒体曝光等途径开展
水环境违法线索排查，目前，专项行动集
中排查工作已结束，进入了实质性的立
案查处阶段。开展专项行动40天以来，
全省共排查涉及排放水污染物企业395
家，开展废水排放监测248家，排查梳理
出来的各类排放水污染物违法企业136
家。其中，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39家，

违反“三同时”制度的90家，通过私设暗
管等方式规避环保部门监管偷排废水的7
家，截至目前，共计处罚金额304.35万
元，立案136家，发处罚决定书76家。

经研究，省生态环保厅对白沙、昌
江、临高、定安四个县的5宗屡教不改的
典型案件进行挂牌督办。这5宗典型案
件分别是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棉
酒精厂私设暗管偷排案、海南思远食品
有限公司长期超标排放废水和违反“三
同时”制度案、海南高远食品有限公司和
海南新台胜有限公司长期超标排放废水
案、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贫矿新选项
目重金属超标排放案。

如何采取刚性措施进行后续监督？
省生态环保厅副厅长毛东利在会上说，该
厅将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工作，确保环境
违法案件依法查处、执行和整改落实到
位。尤其是对5宗挂牌督办典型案件，将
重点督办实施行政处罚、按日连续计罚、
限制生产措施、停产整治、查封、扣押、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等有力措施，督促企业落
实整改，并通过媒体或网站向社会公开违
法案件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记者会上了解到，挂牌督办案件办
结时间为5月30日前。对没有正当理由
不按要求时间办理、拒不办理、办理不力
或弄虚作假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
任人员的责任。

据了解，水环境违法行为是我省长
期抓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环境问题，也
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老百
姓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通过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突出的水环境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一批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优化
提升水环境质量，维护老百姓环境权
益。另外，环保部门希望通过此类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的行动能引起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监督，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环保法
律意识；调动公众参与维护生态环境的
积极性，以形成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
公众维护生态环境的共同责任和合力。

■ 本报记者 缪影影 通讯员 余君亮

“发明创造一定要贴近生活，这样
你的发明成果的转化率才高，才能推动
科技的不断进步。”海南亚元防伪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发告诉记者，他搞
发明，最大的特点是每当在生活中遇到
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用技术方案去解
决它。

靠着对发明专利孜孜不倦的追求，陈
明发成为300多项专利的发明人，也是海
南首个荣获“当代发明家”称号的人。

“有人爱唱歌，有人爱跳舞，而我唯
一的爱好是发明。”陈明发说，他对发明
的喜爱从初中开始，那时他随身带着一
个小本子，记录发现的问题，并利用空

闲时间思考解决方案，这个习惯陈明发
坚持了40年。

在20年前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
一则“假酒投诉”的新闻，当时的工商部
门面对投诉，无法鉴定酒的真伪。“怎么
通过技术手段，阻止假冒伪劣的蔓延
呢？”从问题出发，陈明发便一头扎进

“防伪技术”的研究中。
从 1994 年开始，他用了 20 年时

间，先后提出200多项有关防伪专利
申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5年
发明的电码防伪和1998年发明的纹
理防伪。

“电码防伪，通过打电话查真假，风
靡全国。”陈明发的这项发明成功地在
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产业领域，催生了

5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该发明广
泛应用，保护了20万家品牌企业的知
识产权，维护了数以亿计的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单就受保护的流通产品的市值
而言，其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

“纹理防伪是将指纹识别技术与现
代信息科技相结合，使少数专家借助仪
器才能应用。”陈明发告诉记者，这项专
利获得了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发明专利
授权，是中国在美国获得的第一项防伪
技术专利。这项技术从诞生至今，已连
续18年在中国防伪技术领域保持领先
地位。到目前为止，采用纹理防伪的世
界500强企业已经超过20家，中国500
强企业超过80家。

“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亚元防伪始
终将发明专利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依
托。但也要不断创新适应新的社会发展
形势。”陈明发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
来，互联网商品防伪成为一大难题。

2012年，善于从问题中寻找市场

先机的陈明发，投资成立了拍拍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着力打造移动互联网商
品防伪、物流防窜、智能营销服务平台。

“拍拍看防伪，是纹理防伪技术与
二维码、智能手机的结合应用，可为用
户采集产品大数据，实现用户与厂家的
互动。”陈明发说，结合现代通讯技术，
消费者查询商品真伪只需下载识别软
件到手机上，然后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
就可知真假。

目前，拍拍看的各种防伪技术，已
成功应用于烟酒类，日化类，食品类等
多种行业中。拍拍看研制开发的纹理
防伪烫金膜产品，共申请了16项专利，
已有12项专利申请获得授权。

“重视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始
终将其作为开拓市场、转型升级的法
宝，是我创办企业多年获得的经验，也
是我们在未来道路上实现新跨越的最
大法宝。”陈明发说道。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他拥有300多项发明专利，其中纹理防伪技术被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采用

陈明发：专注防伪技术20年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樊磊 陈炜森）记者今天从省
公安厅出入境管理部门获悉，自2015年
6月1日起，我省将推出省内户籍居民就
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全省通”新举措。

据悉，“全省通”新举措即本省户籍
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就近选择公安出
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普通护照、大陆居民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定居签注除
外）、往来港澳通行证及旅游签注，无需
再提交异地居住证明或就学就业证明。

同时，省公安厅将电子往来港澳通
行证再次签注制作权下放至各市县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含海口四个分局办
证中心），此举使本省户籍居民（登记备
案国家工作人员除外）在全省范围内再
次申请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旅游签注
时，均能够实现立等可取。

“六一”起可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

居民办护照“全省通”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一笑 通讯员吴清洲）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琼山
区获悉，琼山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复核检查
通过省级督导组验收，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项获得92.8分，县域均衡教育指标体系评估水
平均高于达标要求，公众满意度达96.86%。

省均衡教育督导组组长郑万发介绍，在标准
化学校建设上，琼山区在学校设置与建设、装备条
件、师资队伍、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
了较大的发展。整个琼山区中小学拥有计算机
4880台，其中，教师计算机1005台，中学生计算
机890台，小学生计算机2985台，总量和人均均
处于较高水平。

在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琼山区在
保障机制、教育机会、教师队伍、质量与管理四个
方面扎实推进，获得92.8分的优异成绩，居于全
省前列。

琼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通过省级验收

用爱温暖
残疾儿童

5月27日，三亚光明连接
脑残疾儿童中心的孩子们,受邀
到访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提前
度过一个愉快的儿童节。

在这里，孩子们观赏魔幻
泡泡秀，前往儿童乐园玩游戏，
享用点心和水果。酒店还特地
准备了营养又丰盛的儿童套
餐，并携手光明连接举办爱心
善款交接仪式。现场交接来自
酒店员工自愿捐赠的善款2万
余元和儿童衣物、玩具、学习用
品和日用品等一批物资。这是
今年以来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
第七次自发组织的公益活动。

图为孩子们在观赏魔幻泡
泡秀。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省40天查处136家排放水污染物违法企业

5家水环境违法企业被挂牌督办

创新创业 在海南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张江波）“从我
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感觉到省社保局执政为民、贴
近民众、改进作风的正能量！”近日，77岁的陈学龄
老人给省社保局局长来了一封信，为工作人员点
赞。

陈学龄在海南退休后回到江苏省南京市生
活。去年10月，省社保局社会化管理服务处的
3名工作人员不远千里，到南京看望陈学龄并为
他办理认证服务。此后半年时间，陈学龄因为
医疗报销、办理社会保障卡和政策咨询的事三
次与省社保局不同处室的工作人员接洽，每次
都得到了工作人员的热情回应。这些都让陈老
十分感动。

过去，省内省外异地居住的离退休人员领取
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要到社保经办机构或社区
填写表格后，再到邮局邮寄给属地社保局，极为不
便。近年来，省社保局不断改进认证方式，从表格
认证、指纹认证到人脸识别远程认证，认证手段多
样化、人性化。

针对异地安置的高龄老人，去年10月省社保
局派出3个小组分赴湖南、江苏等15个省、直辖市
开展上门慰问认证，受到像陈学龄这样的老人们
的好评。今年，我省社保全面推开人脸识别认证
服务，只要家里有台电脑，退休人员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都可以实现认证。

全省社保经办机构还落实社保信息披露要
求，全面启动邮寄个人权益记录单工作，多数市县
开展了短信告知业务，设立社保咨询服务台，开设
社保交流QQ群，利用媒体网络等平台扩大宣传，
方便参保人及时了解自身权益和相关社保政策。

不远千里上门服务异地居住老人

省社保局工作人员
热情为民获点赞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郭景水）今天，
省教育厅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公告称：13家省教
育厅审批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及教育培训机构在
2014年度检查中不合格。

公告显示：民办中职中不合格单位有海南翻
译培训学院、海南实验外国语学院、海南农工商职
业学校、海南现代科技职业学校、海南思乐职业技
术学校、海南凤凰中等职业学校、海南国科园职业
技术学院。民办教育机构中不合格单位有：海南
快乐成长培训中心、海南亿特计算机培训学校、海
南省教育教学信息资源中心、北京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海南培训中心、海南电子科技工程培训中心、
海南海燕艺术中心。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省教育厅在公布年检结果的同时，给每
一所教育厅审批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及教育培
训机构都发送了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按照办学
要求统一整改。“对于被检查为基本合格的学校，
省教育厅将核减招生计划；对于不合格的学校和
教育机构，将停止招生，直至取消办学资格。”

13家民办中职和教育
培训机构年检不合格

结合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三亚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况昌
勋）记者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三亚将
通过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双修”工作，
不断提升市民素质及文明程度、推动城
市向内涵式的发展，从而推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
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目前国内
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三亚
市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列为当
前一项重要工作，与“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城市“双修”、“城市治理管理年”等
有机地结合，扎实推进。

据悉，三亚深入开展“城市治理管理
年”行动，突出“一湾两河三路”的整治重
点，以整治旅游市场欺客宰客、整治三亚
河污染、打击违法建筑为突破口，打响

“交通环境、旅游市场、涉海旅游、市容市
貌、违法建筑”等五个关键战役，全力落
实好八方面内容103个事项，切实提高
城市治理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同时，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核心
竞争力，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为
三亚城市发展带来更大内涵式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