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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南中泰龙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98704208）: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已对你公司的税务违法行为
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因你公司不在营业执照登记
的住所经营且采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该文书，请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派员到我局领取《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国税二稽罚告【2017】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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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将依法做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二0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3楼
联系人：唐越 陈玉鼎 联系电话：6615006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举办2017年春季

大中专毕业生暨就业困难人员
公益性专场招聘会的通知
为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工

作，我局定于3月25日举办2017年春季大中专毕业生暨就
业困难人员公益专场招聘会，招聘单位和求职者均免费入
场，期待您的光临！

时间：2017年3月25日（周六）上午8:30-12:00
地点：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市白龙南路53号）
联系方式：李先生65239232，钱先生6533226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7年3月20日

椰子大观园购物、餐饮和住宿招商公告
一、招商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二、招商简介：椰子大观园于2004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占地

800余亩，是文昌市唯一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为更好地满足
游客多元化需求，提升服务质量，我所将按照4A级景区建设标准
对园区进行升级改造，现就景区旅游购物商场、餐饮和住宿项目
面向社会公开诚招项目投资人共同合作。

三、报名时间：截止2017年3月31日
四、报名材料：投资方案、法定代表人证书、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
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海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502号椰子大观园办
公室。

联系人：贾先生，联系电话：13876719195。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2017年3月21日

（2017）琼01执112号之一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

21日作出的（2016）琼民终180号民事判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年3月1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海南一特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海口保税区京江置业有
限公司、张宏亮、廖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6）琼民终180号
民事判决的部分内容为：一、海南一特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须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率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人民币13,299,899,元及截至2015年1月21日的利息人
民币1,178,619元，并自2015年1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每月实际欠款本息数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4.77476%支付利息；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位于海口市金濂路1号锦绣京江
小区综合楼【建筑面积3778.7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海房字第
HK050380;土地面积4988.55平方米，土地证号：海口市国有（2011）
第009630号】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按
上述判决书的内容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公告

值得一提的是，海口公安交警
APP（一期）还推出了停车位查询、
一键挪车等特色功能，市民出行可
通过手机APP的实时路况功能，自
行选择最优出行计划，提高出行效
率。到达目的地后可通过停车位查
询的功能，查找附近路段的停车位
信息。如遇到停车被堵的情况，可
通过一键挪车的功能，上报堵车信

息，民警后台查看并核实信息后，通
知堵车车主挪车。

据海口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下阶段，海口公安交警还将继续
拓展海口公安交警APP的服务范
围，高度集成交警核心业务的办事
功能，在优化完善一期11大板块功
能基础上，计划再推出企业服务、交
通事故快处快赔等特色功能。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记
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2017年我省
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考试及3+2转段
升学课程考试评卷及分数统计工作已
经完成，考生可以自行查询考试成绩。

凡参加2017年海南省高职专科
升本科招生考试及3+2转段升学课
程考试的考生，均可登录 http：//
www.hnks.gov.cn/chengji/zsbcj/
查询系统，按提示输入姓名及身份证
号查询考试成绩。

我省专升本及转段
升学考试成绩可查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林森森）今天，记者从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获悉，为帮助大中专毕
业生以及就业困难人群就业，我省
2017年春季大中专毕业生暨就业困难
人员公益专场招聘会将于25日（周六）
上午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一楼举行。

届时，专场招聘会将有60家企业提
供实习岗位、服务岗位等多种类型工作
岗位，供各类求职人群选择，本次公益招
聘会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均可免费入场。

据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将相
继举办32场公益招聘会，有求职意愿
的人员可及时关注就业信息。

大中专毕业生暨就业困难人员
专场招聘会25日举行

60家企业虚位以待

3月21日，是第十七个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世界睡眠日主题是“健康睡眠，远离慢病”。图为南海舰队某
基地协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专家到基层部队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薛成清 摄健康睡眠 远离慢病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向勇刚）3月20日，粤海铁路南港水手班组
收到一面从云南省寄来的锦旗，锦旗中间写着

“拾金不昧、品德高尚”八个大字。
原来，3月9日，到海南游玩的云南游客解

曜均，准备从粤海铁路南港返程时，不小心将钱
包遗失，内有证件、银行卡数张及现金2000多
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突然听见南港客运站
正在广播“失物认领”的通知，于是，他跑到客运
值班室，经过核对，工作人员把其丢失的钱包完
璧归赵。当解曜均得知就在几分钟前，是车管
员陈星期把拾到的钱包送来时，他又拿着几百
元钱给陈星期表示谢意，但被婉言谢绝。

事发当天，解曜均拨通了粤海公司值班电
话激动地说：“感谢贵单位员工拾金不昧，让我
再次感受到海南人民的热情与善良，我有机会
一定还来海南转转”。

海口南港客运站工作人员拾金不昧

云南游客千里赠锦旗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张磊）“非常感谢拾金不昧的海口公交司机！这
些医疗器材若不能及时送达，或会耽误患者手
术，后果不堪设想。”3月20日晚8时许，邓先生
紧紧握住海口公交集团二分公司K2路司机吴
德善的手连声道谢。

3月20日下午6时左右，吴德善驾驶公交
车抵达终点站观澜湖时，在车厢座椅上发现一
个乘客遗落纸箱，纸箱上写有“手术室”字样，吴
德善立即打电话向K2路线长云高霏报告，并在
万绿园调度室做好登记，以便失主认领。

经多方联系，当晚8时30分，失主邓先生
赶到了万绿园公交枢纽站调度室寻回了失物，
经过检查，纸箱内的医疗器材完好无损。邓先
生告诉工作人员，他从事医疗器材配送工作，当
天下午他在金龙路乘坐K2路公交车前往187
医院，给医院送一批心脏手术急用医疗器材，公
交车快到187医院站的时候，自己正在接电话，
结果匆忙下车时把放在座椅上装有价值近
7000元的医疗器材的纸箱遗落在车上。“对我
来说，如果器材丢失是不小的经济损失，对医院
来说，如果器材不能及时送达，严重的话会耽误
患者手术，后果不堪设想。希望这种正能量能
传递下去！”

乘客遗落心脏手术急用医疗器材

海口公交司机
拾获归还救急救心

本报三亚3月21日电（记者袁宇）日前，
三亚集中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共劝
导和救助105名流浪乞讨人员，其中4名危重
救助对象得到医疗救助服务，45名普通救助对
象得到了返家车票，能够与家人重聚。

3月19日，三亚开展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
助行动。期间，三亚民政等多部门协调联动，重
点做好夜间和重点区域的巡查救助，劝导、引导
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同时
开展“地毯式”排查，按照保护性救助原则，及时
护送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
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护送流浪乞讨危重
病人、传染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到医疗机构接受
诊断和救治。

记者了解到，巡查过程中发现的流浪乞讨
人员若经劝导不愿接受救助，则由相关部门依
法处置；对屡助屡拒甚至涉嫌以乞讨为职业骗
取钱物、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由公安部门与城
管部门联动依法处理；对自愿返乡人员，救助站
随时为其购买车票护送上车。

为流浪者购买返家车票，
对危重对象实施医疗救助

三亚105名流浪者获助

本报嘉积3月21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马卉）在琼海市龙寿洋万亩
田野公园旁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十
几位残疾人工人正在忙碌地组装椰雕
蓝牙音箱。这是一家残疾人创办的公
司——海南残服爱心椰音工艺有限公
司。该公司目前在琼海嘉积镇龙寿
洋、长坡镇、大路镇等地设立5个残疾
人创业就业基地，已带动近百名残疾
人创业就业。

今天上午，海南残服爱心椰音工
艺有限公司作为“海南残疾人创业就
业示范基地暨残疾大学生创业团队创
业示范基地”在这里揭牌。揭牌仪式
上，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省残疾
人基金会理事长符永代表省残联、省
残疾人基金会，向海南残服爱心椰音
工艺有限公司捐赠50万元创业资金。

“我们招聘的残疾人，主要是肢体
残疾以及聋哑人。我们的工作主要靠

手，腿残疾或者不能说话，并不影响工
作。”海南残服爱心椰音工艺有限公司
创办人张必弟告诉记者。

张必弟是在一场意外中致三级残
疾，但他不仅没有放弃人生，反而希望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更多的残疾人做
点事。

张必弟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
结合，利用海南椰壳资源开发椰雕数
码产品，研发出一系列集观赏性和实

用性于一体的椰雕音箱、椰雕香炉、椰
雕餐具、摆件等。2014年8月，这些
产品在北京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杰出手工艺徽章认证”大奖，
同时还获得了“中国原创百花杯优秀
奖”；2014年10月，获得第三届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优秀创意衍生
品、非遗保护创新成果展示奖。今年，
椰雕蓝牙音箱还被选为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外事礼品。

成功后的张必弟，开始在海南残
疾人创业一条街和琼海市开办培训基
地，吸纳残疾人就业，培养残疾人学习
椰雕等手工技艺。

今年40多岁的李大哥是受益者
之一。李大哥是肢体二级残疾，走路
不方便。“今年1月到厂里打工，主要
负责安装音箱主板，一个月能挣1000
多元，非常高兴！真没想到，这么大年
纪了，还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琼海椰音工艺雕出残疾人创业梦
带动近百名残疾人创业就业，成为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基地

点赞正能量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蒋小芳）“站住，不要动，双手向上
举！”看到自己的孩子拿着玩具枪，跟教
练员有模有样地学习如何抓“坏人”，作
为母亲的陈女士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日前，37名“唐宝宝”（唐氏综合
症儿童）在家长们的带领下，来到海口
市哆哆梦想城少儿社会体验馆，进行
了以“有梦想、我能行”为主题的职业
体验。孩子们在模拟环境中扮演警
察、消防员、服务员、医生、快递员等，
在各行业求职应聘、创业就业。

海口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唐
宝宝”的学习能力较差，在梦想少儿馆
体验营造的真实社会情境，能够帮助
孩子更加了解社会、适应并融入社会。

3月21日是第六届世界唐氏综
合症日，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唐氏综合
症儿童的生活，培养唐氏综合症儿童
的职业理想，增强唐氏综合症家庭面
对未来的信心。

在少儿体验馆进行职业体验

37名“唐宝宝”
放飞职业梦想

海口公安交警APP上线
琼A车主注册星级用户，开车可不用带驾照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张天坤）今日上午，海口市
公安局举行“海口公安交警APP”上
线启动仪式。今后，海口市民可通

过下载海口公安交警APP获取海口
交警权威发布的实时交通公告和实
时路况信息。不仅如此，海口琼A
的车主还可通过注册星级用户，使

用电子证件功能，上传自己的驾驶
证和行驶证图片，即可不用随身携
带行驶证和驾驶证，极大地提高了
市民的出行体验。

目前上线的APP（一期）主要包
括实时路况、便民服务、电子证件、
在线学习、政务公开、交警公告、警
民互动、随手拍、交通安全宣传、信
息查询、星级用户等11大板块共35
项功能。安卓手机用户可以到各大
应用市场自行下载，并通过输入手
机号码、自定义密码、获取手机验证
码完成注册后，获得上述服务。

停车被堵可一键挪车具备35项应用功能

欢迎扫描关注
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扫一扫
下载海口

公安交警APP

本报三亚3月21日电（记者林
诗婷 黄媛艳）载有可卸电瓶驱动的
三轮车如何治理？违停在交通干道
与人行通道交界的车辆又属谁的责
任？日前，三亚成立首支交通联合整
治队，抽调公安交警、治安联防、城管
部门人员组成专业常态队伍，以疏堵
结合模式，协同整治交通乱象，破解

“九龙治水”难题，提升三亚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

今晨7时集合、训练后，出动拖

车查处违停乱放车辆、违法三轮车，
并在公共区域施划车位，学习文明执
法业务，刚调入交通联合整治队的三
亚交通协警许炳锋又开始了一天的
忙碌。三亚市天涯区在全市首创交
通联合整治队，从公安交警、治安联
防、城管等部门抽调40名人员组成
常态化执法队伍，明查暗访结合，规
范整治并进，着力解决交通执法难
题，营造文明交通环境，助力“创文巩
卫”工作稳步推进。

据介绍，交通联合整治队创新机
制，以疏堵结合加强交通管理。在

“堵”方面，对主干道、支线、社区、机关
单位等严加排查，剑指乱停放或违规
行驶车辆、长期占据公共停车位的“僵
尸车”、违法上路拉客三轮车等，整治
队分工协作，发现问题马上处置；同时
还以“疏”促改，深入各村（居）委会推
动车位施划，切实提高静态交通停车
秩序。该队成立2个多月来，一举打
破往日处罚难、划线难等问题，在天涯

区辖区内，开出违停处罚单641张，拖
走违停车辆322辆、僵尸车78辆，暂
扣乱停乱放的自行车、二轮电动车等
716辆，查扣违法上路三轮车34辆，施
划机动车车位5700余个，电动车位
2.16万个，有效规范城市管理秩序，重
塑良好的市容市貌。

值得一提的是，该整治队还通过
整合资源，发挥天涯区42个总网格
的管理优势，借助基层管理力量，由
内向外助推文明交通、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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