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案件1

案件2

案件3
案件4
案件5

案件6

案件7

案件8

案件9

案件10

案件11

案件12

案件13

案件14
案件15
案件16
案件17

主要犯罪行为

无证销售未经批准的假药

无证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假药

使用工业松香脱猪头、猪耳朵毛
使用工业松香脱猪头、猪耳朵毛
无证经营中药饮片

低价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售

销售无批准文号的假药

无证生产假劣中药饮片

使用甲醛、氢氧化钠、过氧化氢等有毒有害物质
浸泡加工牛百叶

使用工业松香脱猪毛和过氧化氢浸泡加工鸡爪
未取得医师职业资格，擅自使用米非司酮片、米
索前列醇片为孕妇进行终止妊娠手术。
使用工业松香脱鸭毛

加工豆腐时添加硼砂

无证销售未经批准或检验的假药
使用工业松香脱猪头毛
生产民间祖传秘方圣药丸等未经批准的假药
无证销售未经批准或检验的假药

罪名

销售假药罪

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
非法经营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

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假药罪
销售假药罪

判决时间

2014.3.6

2014.09.25

2014.12.31
2014.12.31
2015.2.3

2015.2.13

2015.2.17

2015.3.17

2015.3.18

2015.4.14

2015.4.17

2015.4.20

2015.6.18

2015.8.6
2015.9.6

2015.11.18
2015.12.15

地址
海口市海甸人民大道9号第107-108号
铺面
海口市南海大道豪苑路1号亚洲豪苑城
市广场商铺040号
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化工二厂宿舍区
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化工二厂宿舍区
三亚市临春河路二巷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富教村

海口市国贸大道国贸大厦A栋618房

海口市龙华区山高村16-1号对面

海口市美兰区锦山里二排9-6#129号

澄迈县福山镇红旗坡路三巷

三亚市荔枝沟中学宿舍E栋502房

昌江县石碌镇第一市场内

洋浦干冲区海勤居委会春阳居民组39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金圣楼商铺12号
儋州市那大镇南丰公路110千伏电站旁
海口市龙华区富兴街27号
海口市美兰区二东路水岸星城C1-5

判决结果

有期徒刑一年。

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有期徒刑一年。
有期徒刑一年。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
有期徒刑六个月。
有期徒刑七个月。
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
有期徒刑二年。
有期徒刑二年。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
有期徒刑九个月。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有期徒刑八个月。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有期徒刑十个月。
有期徒刑十个月。
拘役六个月，缓刑九个月。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犯罪当事人姓名

张某生

林某宁

黎某坤
罗某妮
纪某银
陈某才
李某器
覃某安
蔡某华
蔡某
温某
吴某高
林某霞
袁某禄

黄某杏

陈某芳
谭某德
符某乙
张某萍
王某胜
陈某荣
李某辉

注：若发现类似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请拨打12331向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2015年12月31日

海南省2014年3月-2015年12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犯罪案件（17件）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

下7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
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
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
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国土资源
局办公大楼耕保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16年1月14
日-2016年2月14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帐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成交后，该

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16年2月14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6年2月6日

10:00时；截止时间：2016年2月16日09:30时；挂牌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
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
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 8:00至 11:30 ，下午
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62217899；联 系 人：陈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万宁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14日

地块编号
神州半岛 E-07
号地块
万让2015-43-1
号地块
万让2015-44-1
号地块
万让2012-21-1
号地块
万让2012-21-2
号地块
万让2012-38-1
号地块
万让2012-39-1
号地块

位置

神州半岛

龙滚镇

龙滚镇

兴隆

兴隆

六连岭

六连岭

面 积（公顷）

6.3504

3.3852

0.7959

6.5094

6.7504

6.0191

4.2672

使用年限

40

70

70

70

70

50

50

土地用途

住宿餐饮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文体娱乐用地

文体娱乐用地

起始价（人民币万元）

14918

6412

1508

12296

12752

3779

2679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9000

3900

910

7400

7700

2300

1610

规划指标
容积率≤0.3，建筑密度≤15%，绿地率≥
40%，建筑限高≤12米；
容积率≤1.1，建筑密度≤30%，绿地率≥
45%，建筑限高≤20米；
容积率≤1.1，建筑密度≤30%，绿地率≥
45%，建筑限高≤20米。
容积率:1.0<V≤1.01，建筑密度≤2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18米。
容积率:1.0<V≤1.01，建筑密度≤2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18米。
容积率≤1.2，建筑密度≤30%，绿地率≥
40%，建筑限高≤20米。
容积率≤1.2，建筑密度≤30%，绿地率≥
40%，建筑限高≤20米。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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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便利之余别忘安全
82%的人用过手机支付 13%被调查者遭遇过网络欺诈

他们来了后，修了3千余米路，建起一座供水塔，户户通了有线电视，孩子有了电教室，村民有了文化室——

海口地税结对帮扶暖人心

海南省农信社改革进程加速 澄迈文昌两家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

海南林恒制药登陆新三板 新三板海南挂牌企业达16家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2015年12月29日，中国干细胞集团
海南博鳌附属干细胞医院等7个项目在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集体开建，同
日，由海南省政府出资成立、注册资本金
88亿元的国有独资公司——海南省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在海口揭牌成立。

此前一个星期，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
刚电影公社南洋街对外开放。而当月16
日开幕的2015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
节，更是吸引了包括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等1500多人参加，浓厚的互联网创新创业
氛围逐渐在海南形成。

海南经济好戏连台，同时也在向外界
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尽管世界经济风云激
荡，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但海南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贯穿始终，结构
调整的步伐从未踯躅不前。

特色经济结构逐渐成形

衡量经济发展有两把标尺，一把是总
量，一把是结构。前者代表的是速度和规
模，后者反映的是质量和效率。推进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主攻方向。

回眸这五年，省委、省政府以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优化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
主线，进一步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加
快构建特色经济结构，结构调整的步伐不
断提速。

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看，我省继续加
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南渡江流域土地整
治取得阶段性成效，红岭水库下闸蓄水，推
进基本农田标准化建设。开展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实施“绿化宝岛”大行
动工程，推动发展深海捕捞和深水网箱养
殖，南繁育制种基地建设力度加大，品牌农
业发展取得新进展。

从新型工业看，新能源、新材料、电子
信息和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
起，汽车及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等新型工业
不断壮大，160万吨造纸项目二期、英利
100兆瓦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二期、华盛400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300万吨LNG站线、海
南原油商业储备、昌江核电1号机组等一
批新型工业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医药、电气
等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从现代服务业看，2011 年-2014 年
服务业年均增长10.9%，比全国平均水平
快2.5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
率达到 53.3%，2015 年的贡献率有望更
上一层楼。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旅游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开发培育一
批新的旅游业态和产品，海棠湾购物中
心、观澜湖电影公社、奥特莱斯品牌折扣
店、三亚千古情等形成新的旅游消费热
点，民俗风情、美丽田园、乡村自驾等一
批特色旅游精品线路带动中西部旅游加
快发展。

省发改委副主任朱华友说，近五年来，
我省持续加大对“互联网+”企业的政策扶

持，一批新兴服务业态茁壮成长，海南生态
软件园等产业园区经营状况较好，新型旅
游产品带动文化娱乐消费。

调结构、转方式任重道远，但海南蹄疾
步稳。

经济引擎优化升级

岛屿型经济体的特点，决定海南必须
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速度，形成增长动力多元的格局。而投资、
消费是拉动海南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其
中投资居于主导地位。

回眸“十二五”，牵引海南经济发展的
“两驾马车”出现了新气象。

1月11日上午，王晶的手指在键盘上
不停地飞舞着。作为印象南国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网上专营店的客服，她主要通
过QQ等通讯工具在网上接单和下单。“每
天有两三百个订单，全国各地的客户都
有。”她头也不抬，眼睛一直紧盯屏幕。

“要是旗舰店，我们每天接到的订单
达七八百个。为提高效率，公司专门购置
了两台打单机，每台打单机一小时可打
4000张订单，仓储面积也从原先的3000
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印象南国电
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国华说，
2015年南国食品全年网络销量近2亿，同
比劲增8成。

作为一家以生产经营海南特色食品为

主导方向的海南本土企业，面对日趋激烈
的市场竞争态势，南国食品通过“触网”找
寻到了发展新动力。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2014年淘宝网海南馆的开馆，标志

着海南电子商务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省商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截至2015
年初，淘宝网海南馆成功培养出海南馆年
销售额千万级卖家达10家，百万级卖家20
多家，打造了海南芒果、海南木瓜、琼中绿
橙等电商品牌，预计2015年全省农产品电
商销售额达80亿元，同比增长25%。

“从旅游消费到冬季瓜菜、热带水果、
南繁育种、天然橡胶、渔业出口，海南已然
成为国内重要的消费承接地，未来海南打
造经济发展‘升级版’，其中的一个关键发
力点是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作用。”中改院院长助理、海南研究所所长
夏锋说。

朱华友说，2011年-2014年，全省消
费年均增速1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个
百分点。海口、三亚免税店开业以来，通过
放宽免税政策、扩大经营规模等方式，不断
推动消费需求迅速扩大，成为“十二五”的
消费热点，年均增速超30%。

2015年，国家进一步完善了离岛免税
政策，实施了“即购即提”和免税商品邮寄
等便民措施，新增奶粉、保健食品等17种
免税品种类，放宽香水、化妆品、手表等10
种热销商品的单次购物数量限制，有力促

进了海南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消费引擎持续发力，投资引擎也轰鸣

作响。
以省政府从2015年9月20日起开展

的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为例，截至大会战收
官，超过1000个新项目开工，完成投资300
多亿元，大会战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为
海南抵御经济下行风险立下汗马功劳。

回顾和梳理“十二五”投资主体和结
构，不难发现民间投资的贡献进一步加大。

2015年10月22日，民企海南立昇公
司甚至与俄罗斯Ecolos集团公司签约，决
定在俄罗斯建设总价值超一亿美元的净水
设施，为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立昇超滤
膜是海南科技名片。立昇与Ecolos集团
的战略合作，是中国膜分离企业首次从以
往的产品输出转向技术输出。

2011年-2014年，全省投资年均增速
2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6个百分点。
随着全省进一步优化民间投资发展环境，
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各产业投资中民间投
资比重进一步上升。2012年-2014年及
2015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比全部固
定资产投资分别快5.0、2.0、12.9和6.8个百
分点；2015年前三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 58.2%，占比比
2011年提高10.2个百分点。

“在总的投资结构中，产业投资比重、
服务于产业的基础设施投资比重、服务于
民生的投资比重不断提升，这五年，海南在

推进一个个具体项目中实现了稳增长、调
结构、惠民生的目标。”朱华友说。

“十二五”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
既是严峻挑战，更是海南调整结构和实现
动力转换的宝贵机遇。

新常态下捕捉新机遇

回首“十二五”，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
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热带
高效农业持续较快发展，新型工业“短腿”进
一步拉伸，海南特色经济结构逐渐成形。

成就固然可喜，但结构调整优化到位
绝非一日之功。

“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全省经济
也同全国经济一道步入了新常态。”朱华友
坦言，同时，海南受产业结构制约，“十二五”
后几年产业投资仍显不足，“十三五”产业支
撑发展的基础尚不扎实。通过比较“十一
五”和“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综合
考虑各主要指标发展的支撑和制约因素，海
南在两个五年的较高增长之后，将回归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的平稳较快增长。

新常态，同样孕育着新机遇。经济下
行既是巨大的挑战，更是“腾笼换鸟”、调整
结构、转换动力的良机。

在夏锋看来，新常态下的海南经济，已
然显现出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及热带高效农业加快发展的新希望。必须
牢牢抓住结构调整的“重要窗口期”，吐故

纳新，接力前行。
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动力、向创新

要动力——这是结构调整新路径。
展望“十三五”，海南经济保持平稳健

康发展的机遇难能可贵：
——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通过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海洋油气开发，加
快港口建设成为南海运输枢纽，推动全省
外向型经济发展；

——实施“多规合一”，破除行政界线
和部门壁垒，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构建集
约高效的生产空间；

——重点发展十二大产业，有利于优
化产业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房
地产“一业独大”的经济发展格局；

——建设100个产业小镇，促进特色
产业发展，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带动
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激发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

——建设基础设施“五网”和六大产业
园区，提升全省基础设施水平，推动园区经
济集约化发展，构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2015年开展的投资项目百日大
会战活动，为“十三五”时期的产业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登高谋远起宏图。“十二五”已然收官、
“十三五”也已扬帆起航。站在历史新节
点，海南经济于新常态下奋楫前行，继续书
写一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奋进史。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登高谋远起宏图
——“十二五”海南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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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十二五”海南新跨越

2011年-2014年，
全省投资年均增速

⬅“十二五”期间，我省继续加大强农
惠农力度，投资兴建水利枢纽工程。图为
红岭水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012年-2014年及2015年
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比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快

2015年前三季度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
投资的

占比比2011年提高
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个百分点

27.1%
7.6

5.0、2.0、12.9和6.8个百分点

58.2%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