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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道客路道客路3-101号楼房（征收编号A165、A165-1）户主无法提
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
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
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
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
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115109877110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
村二里停车场海口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2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现正在进行土地和房屋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道客
路6号天龙苑小区（征收编号C127）的户主（具体名单、座落、建筑面
积及房产证号见附件）仅能提供房产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复
印件)不能提供土地证原件，因此凡对该房屋土地主张权属或者对该
小区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7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
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
对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对该土地进行分割、征收、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
二里停车场海口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2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中，我部现正
在对海口市琼山区红城路定安小区与土地证为琼山籍国用（2002）字
第01—0955号的宅基地南面接邻的一块约60平方米的三角形土地
进行土地和房屋权属调查。由于实际占有使用人陈秀容不能提供土
地证，因此凡与该地块主张权属或者对该地块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
报之日起7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
批等有效证件）。逾期未提交则视为对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
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
林振明 联系电话：15808929813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道客二
里便民停车场指挥部办公室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2日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中，
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
村二里道客村二里24-301～304号房屋（征收编号C122）和道客村
二里24-401～406（征收编号C121）、道客路6-1（征收编号C133）、
道客新村300号（征收编号G7）、道客新村301号（征收编号G8）、道客
新村303号（征收编号G9）、道客新村305号（征收编号G10）、道客新
村306号（征收编号G11）、道客路4号（征收编号C134）的户主无法提
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

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
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
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
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
里停车场海口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2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声明
我方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南分公司委托海南唐隆拍卖

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6日刊登的关于拍卖（2000）琼高法
执提字第462-2号，（2006）琼执字第10-1号民事裁定书项下
集体土地权益（不包括地上建筑物），权益项下集体土地位于
府城红城湖环湖路北侧的公告声明如下：上述集体土地纠纷
一案已经最高检向最高法提起抗诉，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受理
之中，鉴于该土地上建筑物属于我方。因而在最高法院对该
案尚未审结之前，提醒有关参与竞买者注意竞买风险，以免造
成新的经济纠纷和损失。 特此声明

琼山区府城社区居民委员会
海口金成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1日

2016年1月22日 星期五A10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符王润 美编：许丽民生/社会海南新闻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见习记者操
文）1月21日，记者从海口市交通局运管
处获悉，自2016年1月20日起，中山北
路高登街以北路段只允许机动车辆由南
往北单向通行，新城路只允许机动车辆
由东向西单向通行。受其影响，现对途
经上述路段的1路、4路、42路、44路、49
路、58路、201线、202线、205线共9条
公交线路进行调整。

如1路公交车（秀英往府城方向），原
线路行驶至琼州大道时调整直行至高登
街路口，右转高登东街，右转中山北路，
右转文庄路，左转琼州大道接原返程线
路行驶。

海口调整9条
公交线路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张振汉）春
节临近，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海
口警方已经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冬
季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突
出违法犯罪，严厉整治各类突出治安顽
症及城市公共安全隐患，着重侦破“民
生小案”，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新措施。

海口警方重点针对道路交通和各项

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通过落实打、防、
管、控等各项措施，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和预警工作，强化打击“黄赌毒”整治
力度；强化社会面巡逻管控，最大限度把
警力、警车摆放在案件高发时段和治安
复杂场所、部位，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
率，增强震慑力，密织社会治安防控网。

警方已开展对海口公交集团、海南
瑞华特新能源公司和汽车东站、南站、西

站等公交经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督促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组织指导企业排查
内部不稳定因素和开展应急处突训练。

针对冬季社会治安形势和违法犯
罪季节性规律特点，海口警方结合正在
开展的“雷鸣”行动，以着重破获与群众
利益密切相关的“小案”为基本理念，加
强案件串并、研判和侦查，加大对系列
性、团伙性案件的破案打击力度。

2015年12月初，一名有入室盗窃
前科的人员刘某理进入海口警方视线，
线索表明刘某理有长期蛰伏在海口市
实施入室盗窃的嫌疑。海口警方随即
全面梳理市区盗抢案件信息，进行串并
案分析，充分掌握了刘某理的犯罪证
据，于2016年1月12日将犯罪嫌疑人
刘某理抓获归案，破获入室盗窃案20余
起，涉案金额达10余万元。

根据以往经验，临近春节长假警方
将迎来办证高峰的特点，海口警方落实
周三晚，周六全天服务等便民措施，坚
持错时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最大
限度满足群众办证需求。春节期间，海
口市公安局将在各服务窗口安排足够
的警力值班，坚持急事急办，美兰机场
口岸签证办公室、秀英港边境旅游服务
大厅正常工作。

海口警方部署冬季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破“民生小案”赢百姓心安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王娟）昨日，海南省第三届家
政服务技能大赛落幕，经过角逐，最终海
口一队代表队获得团体冠军。

据了解，海南省第三届家政服
务技能大赛自 2015 年 12 月 8 日成
功启动以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全省 18 个市县掀起了家政服务技
能大赛的选拔热潮。各市县组织当

地的家政公司进行人才选拔，通过
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选拔
出精英队伍，并组织专家团队对家
政服务人员进行培训，迎接最后全
省总决赛的考验。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海南省商务厅、共青团海南省
委、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妇联联合主
办，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承办。

本报八所1月21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
者高智）记者从东方市召开的动员部署会上获悉，
从今天起至4月30日，该市将开展为期100天的交
通秩序整治“春雷行动”，着力整治城区交通乱象。

除了整治交通秩序，东方还计划投放一批公
交车、出租车，提高市区交通运力，解决市民“出行
难”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市将开通周末学生
专线，免费为全市住校学生（含乡镇学校）节假日
返乡返校提供服务。

东方大力整治交通乱象

海南省第三届
家政服务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何志成 汪蓓）记者从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获悉，
21日03时17分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接报：渔船

“琼临渔11198”在文昌龙楼镇宝陵港附近水域遇
险，目前已有8人获救上岸，3人失联。海南海事
局指挥中心核实情况后，立即通过海南省海上搜
救中心组织开展救助。

失事渔船残骸被风浪搁置在岸边礁石上，失
联人员暂未找到。据了解，21日06时许，遇险渔
船上的6名渔民获救；17时许，海南省海上搜救中
心协调派出的渔船在失事渔船遇险水域附近再救
起两名遇险渔民。8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良好。

截至发稿时，在事发海域附近，海南省海上
搜救中心先后协调派出3艘船舶和附近作业的
61条渔船参与搜寻救助失联人员。海南省海上
搜救中心还协调清澜海事局和海洋渔业部门通
过各自的通信平台持续发布险情信息，提醒附近
航行作业的船舶协助搜寻。文昌市政府组织了
80多人次沿海岸线进行搜寻。遇险渔船船员所
属地的临高县政府领导已赶赴现场协助救助。

一渔船文昌宝陵港
附近水域遇险
船上11人中8人获救3人失联

⬅海南第三届家政服务技能大赛现场，选手正在进行家庭餐制作项目比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省第12批查处的扰乱旅游市场违法违规企业和从业人员名单
28282828三亚园缘圣达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不合格产品。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29292929三亚凤凰新荣水果商行 以其他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

30303030三亚田独雪铃热带水果商行 以其他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 吊销营业执照。

31313131三亚田独雨林天堂茶轩 商业贿赂。 责令改正，罚款10万。

32323232三亚田独云顶山森林咖啡馆 商业贿赂。 责令改正，罚款10万元。

33333333三亚海棠湾川味王海鲜排挡 未按政府规定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行为。 责令改正，罚款4000元。

34343434三亚凤凰望海楼海鲜城 商业贿赂。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

35353535
万宁兴隆银河餐厅（兴隆温泉银湖假日
酒店内）

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责令改正，没收2.5Kg香肠，罚
款6000元。

36363636
海南蓝海老渔夫海产品有限公司陵水分
公司

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2453
元，罚款3000元。

37373737三亚南合餐厅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责令改正，罚款3000元。

38383838三亚喜喜餐厅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责令改正，罚没款3048元。

39393939三亚天下客海鲜店 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责令改正，罚款1000元。

40404040三亚福满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责令改正，罚款2000元。

41414141三亚凤凰富圆海鲜排档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

42424242三亚红珊瑚海洋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虚假宣传。 责令改正，罚款3.6万。

43434343三亚星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无照经营提供场所。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罚没款
2.1万元。

44444444三亚浩洋大船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凤凰如意”轮超载乘客108人。 责令改正，罚款6000元。

45454545三亚浩洋大船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凤凰如意”轮超载乘客27人。 责令改正，罚款6000元。

46464646海南航程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永乐01”轮超载乘客66人。 责令改正，罚款6000元。

47474747三亚中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天丽二号”轮超过核定航区航行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48484848海南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快乐王子二号”轮超过核定航区航行。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49494949三亚浩洋大船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凤凰如意”轮未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
全的合格船员。

责令改正，罚款4000元。

50505050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霹雳55”轮超载乘员2名。 责令改正，罚款4000元。

51515151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快乐王子二号”轮超越核定航区航行。 责令改正，罚款5000元。

52525252三亚振源水上运输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旭阳9号”不按照规定载运旅客，超载乘客3人。 责令改正，罚款4000元。

53535353三亚巡洋游艇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船舶“巡洋3”轮不按照规定载运旅客，超载旅客8人。 责令改正，罚款4000元。

54545454
苏安勇（身份证号
4601021979****0310）

发布虚假广告。 责令改正，罚款2.075万元。

55555555
三亚鑫福园胖姐海鲜餐馆，芦丽 （身
份证号23100219****01521）

侵害消费者权益商业贿赂。
责令改正，罚款20万，吊销营业
执照。

56565656
李智实（身份证号4600271968****4710
琼AX2982）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旅客运输。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

57575757
周永凤（身份证：
4601001973****1869）

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58585858
李根平（身份证：
3623291972****4514）

使用不合格计量器。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59595959梁燕（身份证：4600048****7482） 使用不合格计量器。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60606060
李君宇（身份证：
4600271979****1365）

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61616161
海口美兰晓静工艺品店苏春晓（身份证
460002198905013629）

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产品。

责令改正，没收“玳瑁”工艺品
（手镯29个，枕头13个、裤带31
条、扇子10把、梳子20把），罚
款5000元。

62626262黎启军（4602001969****275x） 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 责令改正，罚款5万元。

63636363李全杰（导游证号：4600-213177） 擅自增加旅游服务项目。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扣除8分
。

64646464
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琼
B13188）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65656565海口市运输服务公司（琼A30908）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66666666
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琼
B17607）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67676767海南通宝实业有限公司（琼A28592）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68686868海南蓝灵旅业有限公司（琼C16026）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无《道路运输证》或其他有效道路运
输证明。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69696969三亚弘城旅行社有限公司（琼B18882）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无《道路运输证》或其他有效道路运
输证明。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0707070海南通宝实业有限公司（琼A28658）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1717171
国家机关老干部科学健康写作中心海南
省接待办公室（琼D21122）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无《道路运输证》或其他有效道路运
输证明。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2727272
三亚好运通旅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琼
B17395）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无《道路运输证》或其他有效道路运
输证明。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3737373
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琼
B13181)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4747474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琼C90001）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5757575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琼C90007）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6767676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琼C90038）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2015年4月8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7777777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琼C90038）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2015年7月1日）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8787878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分
公司（琼D52408）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79797979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琼A26563）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80808080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琼A26505）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81818181海南通宝实业有限公司（琼A32796）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82828282
三亚南海明珠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琼
A32796）

未取得市县际旅游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市县际旅游客运活
动

责令改正，罚款3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名     称名     称名     称名     称 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事实 处理结果处理结果处理结果处理结果

1111 海南骏通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商业贿赂。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390
元，罚款2万元。

2222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 商业贿赂。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1620
元，罚款3万元。

3333 三亚海岛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且拒不改正。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4444 三亚深航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且拒不改正。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5555 三亚盛世时光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且拒不改正。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6666 三亚麟州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且拒不改正。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7777
海南蓝海湾旅行社有限公司；直接责任
人陈雯（身份证号
4205821981****6300）

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导游服务。
责令改正，对旅行社罚款5万
元；对直接责任人罚款2000元。

8888
海南航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骏通假
期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林道理（D-
4600-992434）

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接待不
足额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队、通过安排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通过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
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吊销两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吊销导游林道理导游证。

9999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刘毅
（D-4601-997909）

非因不可抗拒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胁迫旅游者购物和
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
导游刘毅给予罚款2万元。

10101010海口铁路旅行社有限公司 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11111111
三亚聚诚假期商旅有限公司 责任人：
蒋超 （身份证号：
5002311990****4899）

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
责令改正，对旅行社没收违法所
得450元，罚款1万元；对责任人
罚款2000元。

12121212
三亚星浪旅行社有限公司 责任人：甘
平（ 身份证号：5102271967****7416） 安排未取得导游证人员提供导游服务。

责令改正，对旅行社罚款2.5万
元；对责任人罚款1万元。

13131313
海南同享旅行社有限公司责任人：苏兴
祝 （身份证号：460100197****21299） 组织旅游活动未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责令改正，对旅行社罚款3万
元；对责任人罚款5000元。

14141414三亚金荔湾酒店 虚假宣传。 停业整顿。

15151515三亚温德姆酒店亚太有限责任公司 无照经营。 责令改正，罚款1万元。

16161616
海南绿城投资高地有限公司蓝湾绿城威
斯汀度假酒店

零售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商品。
责令改正，罚款62672元，没收
95瓶瓦艾鲁海南土蜂蜜。

17171717陵水椰林陶源居酒店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责令停产停业，罚款3万元。

18181818三亚长裕养生商务酒店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责令改正，罚没款3024元。

19191919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 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122.95
万元。

20202020三亚南山观音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1109.99万元。

21212121三亚海螺姑娘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非法经营野生保护动物。 责令改正，罚款20万元。

22222222海南东山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出售的团队门票优惠幅度高于散客票价20%。 责令改正，罚款6000元。

23232323
万宁海航康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万宁兴
隆文化广场（兴隆康乐剧场）

出售的团队门票优惠幅度高于散客票价20%。 责令改正，罚款2万元。

24242424海南三道圆融旅业有限公司 使用超期未检滑索大型游乐设施。
责令停止使用超期未检滑索，罚
款3万元。

25252525万宁礼纪日月湾蓝海渔村集市 误导旅游者消费。 责令改正，罚款4万元。

26262626万宁奥特莱斯珠宝有限公司 利用标签对商品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 责令改正，罚款10万元。

27272727
三亚南山尼泊尔馆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赖发均珠宝销售柜台）

销售质量不合格的珠宝玉石产品。

责令停止销售质量不合格的珠宝
玉石产品；没收质量不合格的“
猫眼水晶手链”产品1件，没收
质量不合格的“水晶手链”产品
1件，罚款9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