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4日，万宁市三防办
组织来自万宁市公安局、水务
局、各水库管理员以及各镇政
府抽调的工作人员共计90余
人，在万宁水库开展水上救援
实战训练，全面提高万宁冲锋
舟抗洪抢险救灾实战能力。

“台风天气难以准确预
测，形成后破坏性大，只有早
做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万
宁市三防办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吴小灵 摄

万宁开展
水上救援实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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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滨江新苑B区（二期）项目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积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江新苑B区（二期）项目位于
滨江西路与文明东路交叉口西北侧。经海南城建业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服务中心核定，滨江新苑B区（流水坡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安置房）可
补偿建筑面积757m2,其中滨江新苑B区项目（1#、2#楼）可补偿建筑面积

483.4m2, 滨江新苑B区（二期）项目（3#楼）可补偿建筑面积273.6m2。根
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序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7月5日至7月18日）。2、公示地点：海
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局用地规划技术审查
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赖龙威。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7月5日

一瓶陈年老酒价值不一般，不信你就过来看，保存老酒有学问，及时变现不吃亏。原来我把保存老酒想简单了，如果不是
拿来请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评估，我都不知道我家的这瓶1960年的老茅台如果不挥发跑酒竟能价值十多万。目前还在持续跑
酒，再这样一直放下去真要变成废品了。

家有老酒的海口市民变现的机会来啦！主办方此次来海口将重点征集1953年至1996年陈年茅台酒、1997年至2013年
次新茅台酒、1999年以前中国十七大高度名酒、虎骨药酒、各年份洋酒、安宫牛黄丸、二套三套四套全新人民币、虫草。

主办方这几日遇到不少因保管不当，挥发跑酒导致贬值的各种老茅台。在惋惜之余我司建议广大海口市民借此机会，把
家中的老酒拿到活动现场，请专业人员现场免费鉴定评估，及时掌握老酒当前价值，早日变现及时减少损失！

本次征集活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双方自愿为原则，现场现金交易(整箱茅台价值更高)此次征集活动将辐射全省范围，省
内其他县市或海口市民如有不便到活动现场者，可电话咨询预约，公司可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收购，并全程保证所有客户隐私！

南京老酒收藏馆携手深圳景亿达贸易有限公司

斥巨资来海口重金征集老酒了
全国巡回征集茅台(海口站)全面开启 保存老酒有学问及时变现不吃亏

活动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22号(皇马
假日大酒店)13楼1301房（13
楼电梯口右侧旁）

活动时间：2017年7月4日——7月10日
(8:30——18:30)

乘车线路：1.4.8.16.29.44.51.52.65.68.92.
211路到南亚广场站下往北100米即到

咨询电话：13770775873
联系人:谷经理

（此号长期有效）

（与南国都市报同步）

关于海南新南宝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依法收回商铺的通知
海南明寻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你公司（原名：海南忠恒财富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100099283695A，法定代表人：何明忠）与海南新南
宝商用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GXC租赁2014081901），承租位于国秀城负1楼B05
号商铺。由于你方出现违约行为，我方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
成就。我公司已于2017年6月14日依据《商铺租赁合同》第七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
十三条二款、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向你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
已经于2017年7月1日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并按
合同内约定扣除履约保证金。由于你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
完成撤离，现我司将自行处置你方相关遗留物品并依法收回商
铺，并保留追究你方违约责任的权利。特此通知。

通知人：海南新南宝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日

本律师系海南天泽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受海南一桥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桥公司）的委托，依据事实和法律就陕西唐烽律
师事务所陈依丹“律师声明”及西安长兴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单方的

“股东会决议公告”特郑重声明如下：
1、根据万国用（2015）第10601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位于万宁

市日月湾97.2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均属于一桥公司
所有，该土地权益一桥公司从未确定给任何人；2、一桥公司股东海南
鑫弘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黄博要求西安长兴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返
还股权纠纷一案，在海南省高级法院立案审理期间，任何人均无权改
变公司登记现状；3、一桥公司股东海南鑫弘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
黄博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司章程》规定，就西安长兴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单方的“股东会决议”，已向有关的人民法院提起了撤
销诉讼。

海南天泽律师事务所赵启君律师 二0一七年七月四日

律师郑重声明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定安县龙河镇光岭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规模：项目建设规模为5730

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灌渠9140m，排沟7356m，田间道路20798m，
以及相配套的人行桥、涵洞、节制闸、下田坡道、农门、放水口、排水口、
跌水等设施。2.2、建设地点：定安县龙河镇。2.3、工期：365日历
天。2.4、招标范围：基本农田建设施工总承包（施工图的全部内容）。

3.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2013年1月以来承接过水利工程类单项合
同1000万元（含）以上施工项目；项目经理须为本单位注册的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具备有效的省级（含）以上水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
目的项目经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7月3日
8：30至2017年7月10日17:3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

5.发布公告的媒介：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海南日报。

6.联系方式 招标人：定安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招标代理
机构：西安瑞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 电话：63823299 联系人：吴工 电话：15203605070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首选，免成人高考入学
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学位条件的授予证书
项目类别：
1.开放教育类别：
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8日
2.海南省总工会和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承办的
“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含开放教育和自学考试两种模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日
3.“乡村小学教师”学力提升项目：
面向全省教师招生，参加学历教育学习期间参加国培项目培训。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10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三亚分
校 88214928，屯昌分校 67831937，东方分校 25583266，儋州分
校23885117，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国际旅游岛讲坛
第298场讲座预告

时 间：7 月 8 日（周六）上午 9：15-
12：00

主讲人：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
院长、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海南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
产业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海南省军区离休干部陈爱娟同志（正
团职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3日在解
放军第一八七医院逝世，享年90岁。

陈爱娟同志1927年 11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1941年 2月参加革命，1944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琼崖独立队二支
队三大队卫生员、琼崖独立队司令部医务
员、第四野战军第三战地医院二所医务
员、陆军第六十八医院医务员、第一八五
医院主治医师等职。参加过琼崖纵队多
次反顽斗争、抗日反扫荡战斗的医疗保障
任务，为琼崖纵队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
献。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和独立
功勋荣誉章。

陈爱娟同志的遗体告别定于2017年7
月 5日上午8时30分在海口市殡仪馆举
行，根据陈爱娟同志生前遗愿和家人意见，
决定丧事从简，不邀请外地生前好友来琼
吊唁。

陈爱娟同志逝世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叶媛

媛 实习生陈子仪）2017年海口市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近日正式启动，多
名海口高考贫困学子将获得爱心
资助。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9
月，资助对象需符合以下6个条件：

参加2017年高考并被全国普通高等
院校录取；遵纪守法、品学兼优；父母
均为农民或城市低收入群体；家庭经
济贫困，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水
平；户口所在地为海口；没有获得其
他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

主办方介绍，资助标准为5000

元/人，精准扶贫省定贫困家庭子女
将优先获得资助。符合条件的考生
可登录椰城青年网公告栏中下载
《2017年海口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助学金申请表》或到居住地所在区的
团委领取表格填写。

如有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愿意为

贫困学子献爱心，可通过银行转账将捐
助款项转入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账户，
助学金由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统一发
放给贫困学子。（捐款账号：2650
0257 4085，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文
明东支行，户名：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
金会，备注填写：海口市希望工程）

海口启动2017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符合条件的高考贫困学子每人可获5000元资助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唐璨）记者
今天从省中招办获悉，2017年海南
省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
作已于昨日在琼海启动，共有来自全
省各中学、各教研培训机构的723名

评卷教师参与评卷。
值得一提的是，凡零分和满分的

答卷，或客观题得分比较高、主观题
得分明显偏低或客观题得分比较
低、主观题得分明显偏高等的异常
答卷，在评卷的最后阶段都将全部

接受复核；对有特别记号的问题卷
和违规作弊的答卷，在评卷结束后
由省中招办评卷领导小组按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此外，省中招办评卷
组还会从各学科中随机抽取部分考
生的答题卡进行人工判分，并与网

络评卷结果进行比对，以确保准确
无误、万无一失。

评卷工作将于7月12日结束，经
成绩复核和合成、转换等程序后，省
中招办将在7月19日左右公布考生
成绩。

中考评卷工作启动
7月19日左右公布成绩

军校招生面试体检
合格名单出炉
今日接受查询及复检申请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省考试局近日发布
了2017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合
格考生名单。具体名单可登录省考试
局网站查询。

未公布名单的考生体检结果为不
合格。

体检不合格者，本人可于7月5
日8时至11时，持考生身份证、准考
证到一八七医院体检中心当面查询，
如有异议可提出复检申请，由省军区
招生办根据规定组织复检，复检结果
为最终结论。

对可通过服用药物或其他治
疗手段影响检查结果的项目不予
复议，考生的初检结论即为最终结
论。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未申请复检
的，视为主动放弃复检。

复检合格人员名单将于7月6日
通过省考试局网站公布。

脱贫攻坚进行时

■ 见习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吴小静

苍翠欲滴，芋叶连绵起伏，万宁东
澳镇岛光村岛光田洋又迎来芋头收获
的时节。今年61岁的陈爱功，是岛光
村厚福村小组村民，正和七八名村民

忙着挖收芋头，田洋里传来了喜悦的
笑声。

岛光村位于万宁东南方向，两面
环山，气候湿暖，四季无霜且光照充
足。村中的岛光田洋土地肥沃，浇灌
方便，总面积超3000亩，是一片种植
农作物的宝地。在这片田洋上种植出
来的香芋，口感沙软弹牙，在当地非常
有名。

2007年，岛光村成立万宁厚福香
芋种植合作社，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
导致香芋的生产销售无法形成规模。
去年，该村积极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将
村里23户贫困户全部以入股分红的
形式纳入合作社，鼓励贫困户通过土
地、劳务等有限的资源参资入股。

岛光村委会主任陈胜军介绍，目
前，万宁厚福香芋种植合作社的香芋

种植面积近200亩，生产规模较之前
扩大了一倍。此外，该合作社还积极
打造品牌，今年不仅为香芋设计了全
新的包装盒，还注册了商标“岛光香
芋”。

陈爱功，是厚福香芋种植合作社
纳入的23户贫困户之一，由于患慢性
呼吸疾病，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导致家
里负债累累。“今年芋头丰收了，肯定

能卖个好价钱，我不愁不脱贫了。”陈
爱功说。

据陈胜军介绍，今后，岛光村不仅
要继续扩大香芋的种植面积，还将请
专家来指导村民种植香芋，提高香芋
的品质，并开拓网络销售市场，让该村
的“岛光香芋”品牌走出去，带领村民
走上致富路。

（本报万城7月4日电）

万宁岛光村将23户贫困户以入股分红形式纳入香芋种植合作社

种下小芋头 收获脱贫希望
冒充知名医院虚假宣传

三亚一美容养生店
被查处

本报三亚7月4日电（记者林诗婷）从严
治旅、维护秩序，三亚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记者
今天从三亚市工商局获悉，该市一美容养生店
涉嫌无证经营、虚假宣传，对旅游及中医诊疗市
场造成不良影响，日前三亚市工商、旅游、旅游
警察等相关部门联动出击，将其进行查处，工商
部门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据举报，三亚吉阳区博后村一家美容养生
店存在资质不齐、冒充知名医院虚假宣传等问
题，并诱导游客消费。得知该线索后，三亚市
旅游整治办联动工商、旅游、卫计、物价等部门
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经查，涉事美容养生店
于2016年7月27日营业，主要经营健康养生
按摩、足疗、美容、推拿等项目。为揽客进店消
费，该店负责人秦某某在尚未取得医疗执业机
构许可证的前提下，对外开展中医诊疗服务，
并利用海棠区某知名医院名义对其销售的美
容服务及医疗诊疗服务进行虚假宣传。宣传
内容还称，该院治疗了小儿脑瘫、孤僻症等大
脑和神经系统疑难杂症。

针对调查情况，三亚相关部门联合出击，对
涉事美容养生店进行查处，同时工商部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该美容养生店作出吊销营业
执照的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