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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在开展道路运输行政执法工作中，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
规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的车辆。截至目前，仍有部分违法违规
车辆的当事人未按时到我局接受处理，车辆号牌如下：

琼A19088、琼A56112、琼A26833、琼A06208、琼A15574、琼
A13281、琼 A07057、琼 A09932、琼 A25689、琼 A29053、琼
A26833、琼 A27288、琼 A08550、琼 A09425、琼 A11009、琼
A16295、琼 A11129、琼 A30136、琼 A21005、琼 A11885、琼
A04640、琼 A08796、琼 A11988、琼 A10635、琼 A31900、琼
A19180、琼 A31597、琼 A09481、琼 A30628、琼 A26957、琼
A09520、琼 A05973、琼 A07008、琼 A08879、琼 A27351、琼
A27290、琼 A30297、琼 A38030、琼 A28993、琼 A30983、琼
A26785、琼 A14026、琼 A18807、琼 A33503、琼 A11780、琼
A07920、琼 A29261、琼 A07755、琼 A27828、琼 A16946、琼
A27291、琼 A09895、琼 A26715、琼 A08508、琼 A09373、琼
A11008、琼 A09435、琼 A25388、琼 A06777、琼 O02934、琼
C82199、琼E02369、琼E01270、琼C90F35、琼C61996、琼C12053、

琼 C81195、琼 C14839、琼 B06045、琼 B03561、琼 B10312、琼
B03792、琼B04262、琼B07042、琼B03751、琼B07172、琼B09942、
琼 B10790、琼 B03739、琼 B11668、琼 B10702、琼 B11925、琼
B13261、琼 B72332、琼 BD1501、琼 B09825、琼 B07215、琼
B11829、琼 BOAA90、琼 B12107、琼 B13550、琼 B13020、琼
B04198、琼B13335、琼B11731、琼B15258、琼B09125、琼B03880、
琼 B12325、琼 B12388、琼 B05812、琼 B04085、琼 B05869、琼
B03513、琼B04099、琼B12267。

为维护道路运输行政执法的严肃性，请上述非法违规从事道
路客运车辆的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天内到我局接受处
理（联系电话：66218255；地址：海口市新港海运路16号省交通厅
直属单位联合办公楼三楼省道路运输局法制科办公室）。逾期不
接受处理的，我局将依法对上述车辆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15年7月28日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关于违法违规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且逾期未接受处理暂扣车辆的公告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2015）琼海法执字第415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栀子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周建辉、英世昌所有权确权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海南仲
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海仲字第623号调解书。该调解书调 解结
果第1、2、3项为：1、申请人海南栀子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
人周建辉、英世昌一致确认双方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的《商铺转
让合同》的效力，并确认申请人对《商铺转让合同》所载位于海口市
海府路 22 号海富大厦西侧 1 层 01 号房（房产证号：海房字
HK096479号）和西侧1层03号房（房产证号：海房字HK096481
号）两房屋享有所有权益；2、被申请人英世昌应自本调解书生效之
日起3日内协助被申请人周建辉办理解除上述第1项所列房产他项
权抵押登记手续；3、被申请人周建辉应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7日
内协助申请人海南栀子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第1项所列两房
屋的房屋所有权（房产证号：海房字 HK096479 号、海房字
HK096481号）过户至申请人名下。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海
南栀子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拟对上述
房产进行处置。如对本院处置上述房产有异议的，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0一五年八月六日

为进一步深化屯昌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选人用人视
野，选准配强科级领导班子，经县委研究，决定面向全省公开选拔
部分副科级领导干部，现予以公告。

一、公开选拔的职位和名额
1、县农业局副局长1名；
2、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名；
3、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1名；
4、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地震局）副局长1名；
5、县农博局（招商局）副局长1名。
二、其他事项
报名时间：2015年8月10日至31日
报名地点：屯昌县屯城镇昌盛路县委大楼县委组织部干部科
联系人：梁程，联系电话：0898-67811220
详情登录屯昌县党政网（http://tunchang.hainan.gov.cn）查询。

中共屯昌县委组织部
2015年8月6日

屯昌县2015年公开选拔
科级领导干部公告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 （记者侯小
健 特约记者 陈涛）“真好！登陆海南交
通网就能查到全省的交通路况、气象条
件等信息，太方便了。”来自广东的自驾
游游客林成亮说。经过两年多的建设，
我省智能交通工程一期建设项目主体工
程完工 ，部分系统已投入运行。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称，海南
省交通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的投入运
行，是我省推进智能交通工程建设，服务

公众出行的成果之一。启动智能交通工
程，目的就是为公众提供有效的出行信
息服务，提升我省交通运输服务品质和
内涵，打造服务型交通。

据介绍，海南省智能交通工程一期
建设项目包括应急指挥管理系统、交通
呼叫中心、出行信息服务系统、协同办公
系统等10个子系统。项目于2012年8
月启动。

其中，与公众关系最密切的是公众

出行信息服务系统和12328交通统一服
务热线。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是为公
众量身打造的交通出行服务系统，也是
省交通运输厅推出的一项便民之举。

公众只要登陆海南省交通运输厅门
户网站（www.hainanjt.gov.cn）即可查
询飞机、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航班及班
次信息，交通路况，出行气象，高速公路
服务区，旅游景点等信息，让公众出行更
加高效，便捷。

“有交通诉求，拨12328搞定。”这不
是广告词，而是公众的切身感受。省交
通运输厅与中国电信海南公司联手设立
的海南12328交通统一服务热线电话已
于2014年12月3日正式开通。该热线
电话的开通，填补了长期以来我省交通
运输行业无统一面向公众的服务热线电
话的空白。

12328交通服务热线电话，一头连
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可为公众提供全

天候咨询服务，主要功能包括咨询服务
（如路况信息、公交线路等）、交通运输行
业服务监督、投诉举报等，为公众提供

“一站式”交通服务。自热线开通至今年
7月底，累计接到群众咨询及投诉电话
12050个。接到群众投诉，省交通运输
厅均第一时间督促有关部门办理，给群
众一个满意答复。据统计，12328交通
统一服务热线即时办复率达93.3%，处
理满意率达100%。

我省智能交通工程一期建设项目主体完工，部分系统投入运行

鼠标一点出行信息一目了然

2015年嬉水节期间

海南居民
免费游槟榔谷

本报保城8月 6日电 （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潘达强）8月19日至21日，

“相约七夕，欢乐保亭”2015年嬉水节分
会场设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作为七夕嬉水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槟榔
谷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项目，提
升节日的“欢乐度”。据了解，8月19日
至21日节日期间，海南居民凭海南籍身
份证可享受0元门票大优惠。

8月 1日至 8月 31日，全国中、高
考生凭准考证只需购买35元观光车票
即不仅可享受0元门票，还能享受40
元/人自助餐特惠。全国各省市学生
凭学生证购买门票即可享受43元/人
的优惠。

8月19日上午，嬉水节槟榔谷分会
场将举办盛大开幕式：“取圣水”、“敬七
仙”、“祈愿”等精彩环节充分展示嬉水节

“水”的主题，同时，在景区嬉水广场，黎
族长老和美丽的七仙女盛邀广大游客一
起嬉水狂欢，闹隆闺、攀藤摘花、拉乌龟、
爬槟榔、黎族竹木器乐表演、黎锦织绣展
示、劈椰子等欢快喜庆的黎族民俗互动
项目，将吸引八方来客前来体验“黎”元
素的文化内涵，这些丰富活动将延续到
8月21日。

槟榔谷在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后，以“嬉水节”为推广契机，将全面展示
海南原住民文化、非遗项目、黎家梦、黎
族美食、田园风光等海南黎苗文化体验
要素，让中外游客深刻感受古老浓郁的
民俗风情。

本报那大8月6日电 （记者张中
宝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大暑
过后，儋州蜜柚成熟了，一个个如足球
般大小的柚子悬挂在枝头，引人垂涎，
吸引了一批批游客和客商前往。

随着儋州农业品牌的不断叫响，品
牌宣传的逐渐深入，品牌影响力逐渐提
升，儋州柚子价格不断上涨，而市场热
度丝毫不减。蜜柚，正成为儋州农业又
一充满活力的新品牌。

在位于南丰镇的儋州元利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蜜柚种植基地，这里每天都
有慕名前来采摘蜜柚的客商以及游
客。来自南海网微商城的唐门说，这几
天看到媒体上关于该基地宣传后，便与
老板取得联系，从这里批发一些蜜柚进
行线上线下销售，这里的蜜柚真的很好
吃，现在的价格卖到了一箱两个98元，
还供不应求。

“海南岛地处热带，儋州蜜柚成熟
期早，上市时间比内地早1个月左右。”
儋州市农技服务中心主任吴曼峰介绍，

这样避开了内地蜜柚上市期，不仅销路
有保障，价格也非常可观，尤其是最近
儋州市委、市政府加大品牌建设和推
广，让儋州蜜柚的身价大大提升，售价
高达10多元每斤，仍然供不应求。

“现在儋州蜜柚火了，尽管受天气
影响，柚子减产，原本就十分紧俏的市
场更加火爆，来订货的客商很多，产量
只能满足一家的需求，其余人只能抱憾
而归了。”海南南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经理刘晋名说。

今年，儋州市政府将蜜柚纳入该市
重点打造的九大知名农业品牌范围，进
一步推动儋州蜜柚的品牌建设。通过报
纸、电视、网络等多种模式的宣传推介，
儋州蜜柚在各种宣传平台上频频亮相，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如今，蜜柚已成为儋州一个新兴产
业，根据规划，该市将在未来2年内新增
蜜柚2000亩，使儋州蜜柚的种植规模达
到5000亩，3年内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
成为海南蜜柚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

跨海联网一回工程持续加大送电力度

今年前7月支援
海南电网6.81亿度电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梁振君）为缓解海
南电力供需紧张局面，跨海联网一回工程今年持
续加大支援海南力度，联网送电能力从25万千瓦
提高至30万千瓦，今年1—7月通过海底电缆支
援海南电量达6.81亿度，为去年同期的2.3倍。

跨海联网一回工程北起湛江500千伏港城变
电站，途经雷州半岛，穿越琼州海峡，南落澄迈
500千伏福山变电站，输电线路总长171.9公里，
其中穿越琼州海峡海底电缆32公里。工程选用
500千伏交流联网方式，设计容量600兆瓦，福山
变电站通过5回输电线路与220千伏海南电网线
相连。2009年6月30日工程投入运用，工程的投
运结束了海南长达95年的“电力孤岛”历史。

另悉，总投资约30亿元的跨海联网二回工程
已于上月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计划年底开建，
2017年8月投产。二回工程建成后，联网输送能
力将达到120万千瓦，解决海南电网“大机小网”
问题，将有利于提高昌江核电机组运行安全经济
性以及海南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能力。

保亭新政水厂
扩建工程开建

投资近2000万元，建成后
日供水规模将达3.6万吨

本报保城8月 6日电 （记者易建
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随着城区面积的
扩大，人口增多，特别是冬季大批“候鸟”
老人到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供水紧
张局面日益突出。近日，投资近2000万
元的保亭新政水厂扩建工程开工建设，
建成后日供水规模将由原来的1.2万吨
提高到3.6万吨。

据了解，保亭新政水厂占地29亩，
于2009年 9月建成供水，日供水量为
1.2万吨，可以解决保亭县城及七仙岭
旅游区4万余人的用水问题。新政水
厂利用地形高差的有利条件，采用重力
自流输水，取水、输水过程不使用动力，
这样可以减少生产设备和动力成本，做
到了节能的功效，降低运行成本，从而
降低了水价，用户得到实惠。随着城乡
供水管网建设的完善，供水管网延伸到
县城以外的什玲、加茂等乡镇以及农
场，原来的新政水厂供水能力已不能满
足用户需求。

“近些年来，来保亭过冬的‘候鸟’，
人群越来越多，每年有上万人，供水显得
尤为紧张，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新政
水厂扩建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保亭县水
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政水厂扩
建工程总投资1936万多元，改造出水
口、新建二期清水池、新建二期过滤池
等，工程争取春节前完工，实现供水。

定安新竹芋头滞销

创业大学生
回乡帮忙网上卖

本报定城8月6日电（记者洪宝光 赵优 通
讯员司玉）今年来，定安县新竹镇祖坡地区出产的
芋头出现滞销，价格低迷，农民收入面临减少。在
困难之际，在三亚市创业的祖坡村大学生吴忠蔚
及时回乡收购芋头并借助互联网、微信等帮村民
卖芋头。

今天，在新竹镇祖坡村在一间农舍里，吴淑贵
等村民正将芋头打包进一个个纸箱。每箱重10
斤，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吴淑贵说，他今年种植了
3亩芋头，今年7月底芋头上市时，没想到少有客商
来收购，而且价格非常低，只有0.9元一斤，价格不
足去年一半。

吴忠蔚老家在定安新竹镇，大学毕业之后
在三亚创业。知道这一情况后，吴忠蔚及时回
乡收购芋头并借助互联网、微信等帮村民卖芋
头。吴忠蔚将祖坡地区芋头遇冷的情况发布
在网上和微信公众号上。短短2天时间里，微
信的阅读量突破2万次，不少人开始打电话来
咨询。

吴忠蔚以每斤1.3元收购，通过互联网将芋头
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在几天时间里，吴忠蔚帮助
村民卖出3000斤芋头，除去人工成本，虽然没赚到
什么钱，但他觉得非常值得。

据悉，祖坡是定安县芋头种植专业村，多年来
新竹镇祖坡辖区内的多个村庄共种植1000多亩芋
头，产量达到300多万斤。

吴忠蔚说，借助互联网帮村民销售芋头以来，
明显感觉到压力大，祖坡地区的芋头还有很多，仅
靠他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将几百万斤芋头销售完，
希望通过网络，寻找更大的买家，及时收购村民种
植的芋头，确保村民丰产又丰收。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记者侯小
健 特约记者陈涛）“散、小、弱”是我省
物流行业的现状，整合资源，以优扶劣，
抱团发展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日前，三
顺物流与琼岛物流正式结成战略合作
伙伴，三顺物流注资并购琼岛物流，实
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以期做大做强
物流业。此举标志着我省物流业资源
整合的序幕正式拉开。

三顺物流是我省规模较大的民营

物流企业，是国家AAAA级物流综合
服务企业，2013年6月在上海股权托管
中心E版成功挂牌。

据了解，成立近10年的琼岛物流
服务有限公司近来因经营不善而陷入
困境，濒临倒闭。“不能让琼岛物流倒
下。”海口三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省中小物流企业互助协会会长刘
智学表示。危难关头，三顺物流伸出
援手，注资并购琼岛物流，借助三顺物

流资金及管理优势，整合资源，完善管
理，帮助琼岛物流重整旗鼓，盘活琼岛
物流。

据了解，我省共有2000多家物流
企业，因准入门槛低，大多物流企业呈
散、小、弱状态。同时，因行业管理不规
范，导致恶性竞争，不少企业因此陷入
经营困境。

省中小物流企业互助协会秘书
长孟庆余表示，省中小物流企业互助

协会将推动物流资源整合，帮助困难
企业度过难关，实现物流业的转型升
级，逐步向集约化、品牌化、信息化、
规范化方向发展，谋求物流业的良性
发展。

“为确保物流业的良性发展，今后
省中小物流企业互助协会将要建设信
息化共享平台、资本服务平台和管理服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实现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刘智学表示。

种菜发电两不误

屯昌坡心镇建起
农业大棚光伏电站

本报屯城8月6日电（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祁
家琼 黄迪）棚上发电、棚内种菜的新式蔬菜大棚，
近日在屯昌县坡心镇19.373兆瓦农业光伏电站基
地建成。

屯昌现代农业太阳能并网电站示范项目由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占地约420
亩，总投资约1.8亿元，装机容量为20MW。该项
目采用农业和光伏发电相结合，在太阳能板下进
行种植和养殖，充分利用屯昌的气候与土地条
件，实现阳光、土地资源的立体高效利用，可整体
形成复合生态高效种植模式，从而提高单位土地
面积综合效益，是“农光互补”的绿色环保型高新
技术项目。

“大棚顶上发电，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可以
种3季，比普通的高温大棚多种1季。”屯昌县农业
技术员小王说：“传统的蔬菜大棚在夏天高温时棚
内温度可达5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蔬菜在夏天无
法种植。光伏发电板本身折射率高，即使在酷热
的夏天，光伏蔬菜大棚内的温度也只有35摄氏度
左右，像西红柿这类蔬菜可以继续生长。传统蔬
菜大棚采用的是薄膜，一年更换一次，光伏蔬菜大
棚采用的是钢化玻璃结构，可使用25年，省去了
每年更换薄膜的麻烦。”

农业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屯昌农业光伏电
站今年8月底计划进行的项目整体预验收打下
基础。

产品供不应求 价格不断上涨

儋州蜜柚打响品牌更打开销路

我省物流业资源整合序幕拉开

海口三顺物流并购琼岛物流

本报石碌8月6日电 （记者黄能
通讯员钟文辉）“生产许可证终于办下
来了。”从外出考察学习，引进生产加
工设备，到把许可证申请下来，建成蜂
蜜加工厂，已经折腾大半年的昌江黎族
自治县七叉镇蜂农何青坚枯瘦的脸上
堆满了笑容。

近年来，昌江县委、县政府把发展
林下养蜂作为山区乡镇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政府的扶持下，许多农户开始养蜂，

仅七叉地区就有12家养蜂合作社100
多户农户养蜂卖蜜。由于缺少销售渠
道，蜂蜜难卖越来越成为众多蜂农的心
头病，也制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蜂蜜没有生产许可认证，就像人
没有‘身份证’，进不了商场，无法拓展
市场、做强品牌、做大规模。”昌江县七
叉镇党委书记卢维告诉记者，没有生产
许可证，蜂蜜只能作为一般农产品，无
法作为商品进驻商场。昌江已经引进
企业建设蜂蜜加工厂，但是目前还在建

设中。蜂蜜的销路问题一直令人头疼。
何青坚是昌江较早养蜂的人之

一。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养了近500箱
蜜蜂，产蜜5万多斤。通过县里的“三
月三”主会场、“昌化江畔木棉红旅游
月”、政府组织的推介会等，卖出去一
些，但是总体上是小打小闹，没有稳定
的销售渠道。蜂蜜滞销，品质再好也不
能转化成真金白银。

必须把生产许可证办下来，自己建
加工厂！何青坚狠下决心，独自投资30

万元，外出考察学习、引进先进生产设
备，建起了蜂农自己的蜂蜜加工厂。工
厂位于七叉镇乙在村的村委会大楼旁
的一栋楼房里，目前已经竣工投产。这
是昌江第一家蜂蜜加工厂。

“加工厂1小时就能加工400公斤蜂
蜜。”何青坚介绍，蜂蜜加工流程分为原料
蜜的检验与验收、融化、过滤、真空浓缩、
冷却等。他说，之所以把工厂建在镇里，
就是想打造本土品牌，而且对其他蜂农的
蜂蜜进行收购、加工，帮助大家增收。

何青坚投资30万元建成昌江首家蜂蜜加工厂，打造本土品牌

蜂农转型成蜜商 拓宽销路同致富

机器人服务员
餐厅“上岗”

8月5日，在海口市海秀东路
一家香港茶餐厅，机器人服务员
能为顾客们拿盘子传菜，还会唱
歌说话、打招呼卖萌，吸引不少消
费者慕名“尝鲜”。

据了解，这个机器人服务员
是餐厅老板花10万元从香港买
回的，使用寿命7到10年，充一
次电可工作12小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