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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选调公务
员和事业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决
定在海南省范围内选调在编在岗11名公务员
（参公人员）和47名事业工作人员，报名时间6
月6日-10日。详情请登录区政府网站查阅
（http://www.meilan.gov.cn）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2016年5月25日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南铭辉珠宝有限公司等2户纳税人：：

请以上纳税人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派员到我局领取以上文
书。逾期不领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视为文书已送达，届时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二O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4楼
联系人：陈海 林明珠 唐越 谢玉茵
联系电话：66150032 66150067

序号

1

2

纳税人识别号

海南铭辉珠宝有限公司

海南广艺昌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名称

460100090521095

460100098704232

文书名称
《税务处理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琼国税二稽处【2016】1号
琼国税二稽罚【2016】2号
琼国税二稽罚【2016】1号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2016年专业人员招录公告

一、招录计划。㈠勘察设计岗位（14人）1.国家注册工程师（4
人）⑴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3人；⑵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1人。
2.道路勘察设计：9人，3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科与
硕士专业均为道路工程。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且有多年公路或市
政勘察设计工作经历者上述条件可以放宽。3.岩土勘察：1人，35周
岁以下，岩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岩土工程
工作经验。㈡行政管理岗位（4人）1.文秘：2人，35周岁以下，文史类
专业，硕士研究生。有多年企事业单位文秘工作经验者年龄条件可
适当放宽。2.经营、生产管理：2人，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道路
工程或工程管理专业，有设计投标及工程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相关要求。有意向者，请于6月7日前将简历、身份证、毕业
证、学位证等证明材料发到我院邮箱：hn_2000@163.com。联系
人：熊小姐，13337580439，0898-36392287。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下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经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我委下属事业单位海
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和海口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决定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6名，其中：市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中心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4名；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招
聘管理岗位人员2名。

详情请登录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
cn）、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http://hihk.lss.
gov.cn）、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http://fgj.haikou.
gov.cn）查询。报名时间：2016年6月13日-6月17日,上午9:
00-11:30，下午2:00-4:30

联系人：邢先生，刘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724092/68615153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5月24日

本报金江5月2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朱怡蓉）5月23日凌晨，澄迈
县金江镇发生一起伤害致死案，一名摩
的司机被几名男子持械打伤致死，澄
迈县公安局经18小时的侦查终将这
起命案告破，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凌晨命案
摩的司机伤害致死

5月23日凌晨1时许，澄迈县金
江镇一家酒店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死
案，澄迈县公安局接报后立即开展案
件侦破工作。

经侦查民警现场初步调查证实：

死者郑某（二轮摩托车营运者），今年
61岁。5月23日凌晨1时许，郑某驾
驶一辆摩托车搭载一名男青年到澄迈
县金江镇花园酒店门口对面马路处停
下，3名男性青年驾驶一辆摩托车尾
随其后，在其停车让坐在后座的男子
下车时，尾随在后的3名男子和摩的
后座的男子便上前对其进行殴打，其
被殴打后弃车跑到附近一家酒店一楼
大厅里，后面追赶来的三名男子手持
铁铲、棍子追赶至金坡园酒店继续对
其实施殴打，三人在酒店大厅殴打郑
某时，另一名男子驾驶摩托车在酒店
门口外等候，实施殴打后，4人便驾驶
摩托车逃离现场。

顺藤摸瓜

视频监控牵出在逃嫌犯

侦查民警经过对案发现场进行缜
密侦查、现场勘查取证及调取案发现
场周边的视频监控、相关卡口拍到的
活动轨迹，对案发时间段的可疑人员
进行仔细的排查。5月23日上午10
时许，发现一人具有作案嫌疑，并获取
到其正面信息，侦查民警立即顺藤摸
瓜，通过监控获取的正面信息与户籍
照片进行反复比对，至下午2时许，已
连续奋战13个小时的专案组民警，基
本锁定了澄迈县金安农场的林某、陆

某、戴某（16岁）、徐某（15岁）等4人具
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通过多种渠
道，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主要联系方式，
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惧于警方
4名疑犯投案自首

在澄迈警方强大的追捕攻势和耐
心劝导下，嫌疑人家属主动配合案件
侦办调查工作，至5月23日晚上7时
许，涉案的林某等4名嫌疑人主动到
澄迈县公安局投案自首。至此，此次
涉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18个
小时后全部到案。经审讯，林某等4

人对喝醉酒后结伙对他人实施殴打致
人死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酒店杀人 竟因口角

据嫌疑人交代，5月23日凌晨零
时许，他们在澄迈县金江镇一家宾馆
舞厅唱歌出来后在门口遇见受害人郑
某在候客，并发生纠纷。林某便提议
教训他一下，4人商量后，戴某假借乘
坐郑某的摩托车，其他三人驾驶另一
辆摩托车手持木棍、铁铲等尾随到金
长城路口处，共同对郑某实施殴打，并
追赶至金坡园酒店大厅继续实施殴打
后，乘车逃离现场。

仅因口角，两少年伙同他人打死摩的司机

澄迈警方18小时侦破“5·23”命案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叶
媛媛 丁平）“听说海口‘购房入户’政
策就要取消了，要买房的抓紧啊！”“我
刚刚买房，还来不及办户口，怎么办？”
近几日来，多位网友发帖声称海口“购
房入户”政策即将到期，引起不少计划
通过“购房入户”的购房者恐慌。

今天，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海口市

住建局市场处副处长谢晋。据他介
绍，目前海口正在执行的“购房入户”
政策，出自于2015年6月17日公示执
行的《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
范购房入户条件的实施意见》。该意
见规定，凡在海口行政区域内购买新
建商品房（含产权式酒店），购房合同
已备案的本省籍购房人，可在所购住房

所在地申请登记本人、以及户籍在本省
的配偶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父母和符
合计划生育的未成年子女的户口。

《意见》有效期为一年，这意味
着。但今年4月12日，海口市政府公
示了《海口市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实施意见》，其中有
关“购房入户”政策的内容没有改变，

但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4月12日。
也就是说，在明年4月12日前，符合
条件的本省籍购房者依旧可以享受

“购房入户”政策。
记者了解到，自实施“购房入户”

政策以来，截至2016年4月30日，海
口已办理购房入户3280户，入户人
数6708人。

海口“购房入户”政策进入倒计时？
真相：有效期已延长至2017年4月12日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良
子）“一家死了4个人，太可怜了。”日
前，在海南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白沙
黎族自治县流沙有一家人爷爷奶奶
没有看管好孙子和外孙，两小孩在玩

农药瓶后死亡，两个老年人不好交代
也自杀。”的消息。今天，经记者向白
沙县公安局核实，此消息纯属谣言。

今天记者向白沙县公安局一负
责人了解情况。该负责人称白沙没

有流沙这个地方，前段时间网上有
南通、莆田等地类似的传言，有关部
门就传言的内容进行了辟谣。就两
小孩在玩农药瓶后死亡，两个老年
人不好交代也自杀的说法，该负责

人说，白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警方
也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警，此消息
实属谣言。

该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群众及
网民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随意转发。

网传“两小孩玩农药瓶死亡，两老人自杀”

白沙公安局辟谣：假的！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
冯谋瑞 陈厚霖）记者从三亚公安边防支队获
悉，边防官兵近日破获一宗跨市县特大贩毒案
件，缴获毒品1020.3克，毒资9000元。

5月3日，红沙边防派出所官兵捣毁位于
该市吉阳区某酒店附近的一处吸毒窝点，抓
获蔡某等4名涉嫌吸毒人员。办案官兵根据
4人的笔录线索，找到了一个外号叫“阿进”的
卖家。

红沙边防派出所组成专案组对嫌疑人“阿
进”开展调查。5月11日，有线索表明，嫌疑人

“阿进”将从乐东前往三亚进行交易。当天16
时30分，“阿进”手提挎包出现在三亚河东路某
村，上了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小轿车进行交易。

当嫌疑人“阿进”交易完毒品下车准备离开
时，专案组立即下达抓捕指令。侦查员当场抓
获嫌疑人“阿进”，并缴获疑似冰毒1009.8克，
麻古10.5克，毒资9000元。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阿进”本名邢某，为乐
东人，于2009年至2014年在三亚暂住期间，因
涉嫌吸毒、盗窃，先后被公安机关刑事处罚4
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三亚破获特大贩毒案
缴获毒品1020.3克

扫二维码
看农用车载客
视频拍摄：陈元才
视频剪辑：吴文惠

上学路
步步惊心
5月23日中午，在海口市

琼山第一小学那央校区，因回
家路途遥远，部分学生放学后
只能乘坐三轮农用车回家。据
了解，乘坐这些农用车，每个学
生每月的车费70元，每天跑四
趟，这些乘坐农用车上学的学
生主要来自几公里外的大宾村
和永朗村等村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本报文城5月24日电（记者宗
兆宣）“54箱53度清香型6盒装汾酒
的进货价仅为1152元，这么低的价格
你信吗？而这批廉价白酒今天就堂而
皇之出现在文昌街头，不过经初步鉴
定全是涉假的汾酒。”今天中午，文昌
市工商执法人员在位于文昌市椰乡路
平发物流仓库和信友物流仓库，查获
一批涉嫌假冒的汾酒。

根据举报，文昌市工商局执法人员
24日中午赶到位于文昌市椰乡一横路
北山就业街内的平发物流仓库，发现一
辆车牌号为琼C牌照的面包车上装满
了一车53度清香型汾酒。经清点这批
假冒的白酒共54箱，经厂家初步鉴定全
部涉嫌假冒。工商执法人员在物流仓
库内找到了这批涉假汾酒的货运单，单
上显示这批汾酒货值仅为1152元。而
正常情况下同一规格的汾酒市场价每
箱至少几百元。工商执法人员随后又
在同一条街的信友物流仓库内发现了
14箱汾酒，经鉴定同样为假冒产品。

工商执法人员还在信友物流仓库
内发现了55箱可疑汾酒，下一步将邀
请白酒厂家进行涉假鉴别。该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文昌查获
一批涉假酒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梁艳华）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这项创新
技术在医疗领域也不断得到应用。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了解到，今年5月11
日，该院帮一位70多岁的老年患者在省外通
过3D打印技术定制模拟脊柱模型，最终顺利
完成手术。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林
晶告诉记者，这位老人之前被确诊为“脊柱结
核”。由于这种手术风险大，创伤大，时间久，
术中出血多，为确保其手术安全，该院通过三
维CT测量患者脊柱的所有相关数据，并提供
给外省一家医疗机构，通过3D打印技术，等
比例打印出患者脊柱全仿真模型，并在模型
上进行细致的手术预演，验证设计方案的可
行性。最终为患者精准、快速地实施了手术，
并获得成功。

“我们一开始和患者沟通要用3D打印技
术做脊柱模型时，她就非常接受。”林晶说，由于
此位患者病情比较严重，如果采用传统的手术
方法，时间最长可能需要8个小时以上。但因
为这次事先通过3D打印技术做好全仿真模
型，手术只用了3个小时。”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外聘专家姜国祥介
绍，应用3D打印技术，术中定位精准，大大减
小了手术风险、减少了术中出血、缩短了手术时
间、提高了手术的安全系数。“更能体现患者的
个性化优势，尤其是显著提高了高难度手术的
精准性。”姜国祥说。

海口一医院成功将
3D技术用于骨科手术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孙婧）近日，
三亚一艘名为“法诺号”的帆船，因涉嫌非法载
客去西沙未开放海域垂钓，被边防部门查获。
记者今天从三亚海上边防派出所获悉，目前“法
诺号”被处罚2.9万元罚款，并扣押30天。

据悉，5月16日，“法诺号”载着1名船长、3
名船员和8名从全国各地招募而来的游客，从
三亚港星华码头出发前往西沙海域。5月18
日9时许，该船在永乐群岛附近海域开展海钓
活动时，被三沙公安边防支队执法人员查获。

据了解，该船上的8名游客，均被船东在网
上发布的招揽消息所吸引，人均支付了1.5万
元的费用后，才登上了“法诺号”。

“这艘船涉嫌高价招揽游客牟取暴利，而且
海上安全隐患极大，为了防止今后有游艇或帆
船私自前往国家管控水域，以及携带游客非法
出海旅游观光，我们将进行顶格处罚以示惩
戒。”三亚海上边防派出所有关负责人说。

目前，海上边防派出所已通报三亚海事、
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调查，若该船在扣押期
间无法提供有效船舶证书，执法人员将依法
没收该船。

三亚海上边防派出所发布通告，要求各
公司、游艇会从严管控所属船舶，严禁未经申
报批准、证件不齐或搭载可疑人员、物品的船
舶擅自出海。对于出海船舶不能按时回港，
且不与海上边防派出所申报陈述原因的，该
所将依法追究当事人及所属公司法律责任并
予以重罚。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三亚一帆船被扣押罚款码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