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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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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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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征收

编号道客J111，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一横路22号。该现场编
号上房屋办有《营业执照》，铺面名称为海口琼山林姐妹婴童服饰
店，经营场所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一横路22号一楼铺面，
经营者林某，注册日期2015年10月21日。

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2010年一直经营干洗店、饭
店、服装等生意，但一直未及时办理营业执照，直至2015年10月
21日才办理营业执照，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
铺面面积为54.73㎡，经营期限自2010年至2015年12月4日。现
对上述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
部提出，逾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3876061273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7年8月14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7〕9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
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9月13日到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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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
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9月13日17时00
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9月13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7年9月5日8时00
分至2017年9月15日10时0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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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5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
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根据《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调整）》，该宗地属玉佛宫玉石文化公园项目配套商
服项目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
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3年
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二）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开
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
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三）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
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人：林先
生 杨 先 生 吴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0898- 63330100 65203602
66793886；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
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15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5）-5-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昌洒月亮湾起步
区蝴蝶兰路北侧地段

面积
8677.32平方米
（折合13.016亩）

土地用途
住宿餐饮用地
（旅馆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3，建筑密度≤15%
绿化率≥50%，建筑限高≤10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545.4307

竞买保证金（万元）

928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C040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谢京、符敏、郑峰、佟吉强、王芋丁、郑锡民等6人名下土地属江东组

团片区C0404地块，因权属用地被规划道路占用473.96平方米，拟对
规划道路占用土地进行容积率补偿，并对其他指标作相应修改。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
间：30个工作日（2017年8月15日至9月2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
路海口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
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8月15日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E20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市、区两级检察院特殊办公用房建设项目用地选址于江东组团
片区控规E2002地块，为推进项目建设，拟按程序对江东组团
E2002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指标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7
年8月15日至9月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www.
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海口
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
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8月15日

拍卖公告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17年8月

23日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平台举行公开拍卖会。详见

www.nkcqjy.com网站。

拍卖标的为：三亚市河东区下洋田1号、2号宁亚别墅，参考

建筑面积707.68平方米, 起拍价650万元。

限时报价时间：2017年8月23日上午9:00开始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29号7楼709室

展样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于2017年8月22日下午3时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451-55195722转分机8003 15004614006

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海口市琼山区事业单位(综合类）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我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共110人，

招聘人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时间
2017年8月29日至8月31日，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
应聘考生应在报名时间内登陆海南人才招聘网（www.
hnrczpw.com）进入报名专区进行报名。招聘岗位、资格条
件、具体要求及工作流程详见琼山区政府门户网站（网址
http://www.haikou.gov.cn/qs/）和 海 南 人 才 招 聘 网
（www.hnrczpw.com）公布的招聘简章。

咨询电话：0898-65819268 。
海口市琼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4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执9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
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徐曼与被执行人
孙然、海南伟亚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至今未履
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阶段裁定继续查
封了海南伟亚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万泉
河口海滨旅游区土地证号为海国用（2008）第1006号35106平
方米土地及该地上已报建的“博鳌凯莱温泉假日”项目。

对上述查封财产有异议的，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并附异议人身份证明、相关证据材料、
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
财产作出处置。特此公告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巡 察 公 告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二巡察组
2017年8月15日

根据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党组统一部署，第二巡察组将对海南省
地方税务局第四稽查局、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进行巡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巡察时间安排
2017年8月10日开始，2017年9月19日结束，时间40天。
二、巡察主要内容
(一)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情况
(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情况
(三)党的建设工作情况
(四)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五)纪检机构监督责任落实情况
(六)选人用人情况
(七)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
三、反映问题渠道
巡察期间，设立意见箱、举报电话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一)意见箱设置地点: 琼海市地方税务局大厅门口左侧、海南省

地方税务局第四稽查局（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鸿信鸿瑞大厦）一楼门
口及八楼电梯口；

(二)接待群众来访地点: 琼海市地税局大楼三楼302室；
(三)通信地址: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76号，邮政编码571400，第

二巡察组收；
(四)举报电话:
固定电话:0898-62925933，受理电话时间8:00--11：30；14：30--

17:30；
移动电话:胡芸菁18117609698，周庭山15500991316，巡察期间

全天开通。
(五)电子邮箱:hndsxc2017@163.com。

以下机动车驾驶人在办理持境外驾驶证申领国内驾

驶证业务中，因提供虚假住宿登记证明材料取得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现已依法撤销其机动车驾驶许

可，并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39号令）第七十七条和《机动车驾

驶证业务工作规范》（公交管[2016]136号）第二十九条之

规定，对已注销尚未收回的机动车驾驶证予以公告作废。因

作废机动车驾驶证数量巨大，无法一一列举，请登录海南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网站：http://www.hainanjj.gov.cn/业务

公告栏查看明细。

特此公告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公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7年8月15日

海口整治
私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
下发整改通知书44份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杨宇鑫）8月12日至14日，海口消防
联合交警、住建等部门对全市范围内居民住宅小区、
商业密集区等场所进行抽查，重点整治私自占用、堵
塞消防通道违法行为，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检查人员根据前期了解，连续数日对市民反映
较为强烈的地区进行突击检查，对私家车乱停乱放
占用和杂物堆积堵塞消防通道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清
理，同时督促物业部门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加强巡查
管理，落实安全检查制度，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据统计，整治过程共检查各类场所25家，处
置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违法行为280余起，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书》44份，教育违停车主16人。

持续高温天气引发多起火灾

海口消防
发布9条安全提示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良子 计思佳 见
习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杨宇鑫）因持续高温天气，海
口近期发生多起火灾事故。海口消防今天发布安
全提示，请广大市民在高温天气里注意用电安全。

近期，海口市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
大增，发生火灾的危险大幅上升。8月8日下午，海
口市滨涯路上一小区停放在阳台上的电动车着火引
发火灾；8月10日，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一小区9
楼卧室空调外机起火引发火灾；8月12日，海口市琼
山区振兴横路的中景花园5栋15层一住户家充电
宝引发火灾。

三亚男子百余次拨
报警电话辱警被拘
警方提醒：恶意拨打报警
电话将受法律处罚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叶佳）“别以为你们是派出所
就觉得很牛……”电话那头传来不堪入
耳的辱骂声。近日，一男子恶意拨打三
亚公安边防支队西岛边防派出所报警
电话上百次，进行辱骂和骚扰。目前，
该男子因涉嫌扰乱公共单位秩序，被行
政拘留。

在劝解的过程中，警方发现这名男
子就是不久前连续两个月不按规定时间
来派出所接受尿检的吸毒男子陈某。据
了解，2016年5月戒毒期满后，陈某的毒
瘾有所好转，警方依法将其从强制戒毒
转为社区戒毒。为防范陈某再次吸毒，
在社区戒毒期间，按规定陈某每月定期
到西岛边防派出所进行尿检。然而从今
年5月份以来，陈某就不到派出所主动
接受检查，也不接听派出所的电话。

7月25日，得知陈某在家的消息
后，警方便主动来到其家中帮其进行尿
检。没想到，警方的举动让陈某大为恼
火，称影响了自己的名声。7月27日至
30日凌晨1时至3时，连续拨打西岛边
防派出所值班报警电话上百次，进行辱
骂和骚扰。其行为不仅恶意占用了社会
公共资源，影响了派出所报警电话正常
接警工作，严重扰乱了公安办公秩序。

近日，警方依法传唤了陈某，陈某
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待了他拨
打报警电话扰乱公安机关办公秩序的
违法行为。目前，经三亚市公安局批
准，对违法行为人陈某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本报那大8月14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何秀玲 王琴）儋州女子
陈某某以帮别人申请公租房之名，诈
骗钱财143万元。近日，儋州市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
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4个月，并
处罚金15万元。

据了解，被告人陈某某，女，儋州

人，初中文化程度。自2014年 7月
至2016年 4月间，陈某某本人以及
通过中间人，对他人谎称认识有关领
导，能帮忙申请到儋州市那大镇政府
公租房，每套房收取1.3万元至3.8万
元的“手续费”。在收到受害人预先
交付的3000元至1.4万元的定金后，
陈某某将其中2000元至4000元不

等作为好处费分给中间人，余款用于
购买私彩和归还高利贷等。截至案
发，陈某某并未帮他人申请到公租
房。

因该案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涉
案钱财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儋州市公安局和市人民检察院
组织精干力量深挖犯罪，最终认定涉

嫌犯罪事实175宗，犯罪金额高达
143万元，达到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
的标准。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就陈
某某诈骗的犯罪事实，提供了书证、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一系列证
据，对其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及后果
进行了具体论证与说明。面对证据，
陈某某当庭表示认罪。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宇）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属
到医院看病后，骗子的诈骗电话就跟
踪而来。记者今天从省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获悉，近日，海口连发两起该类
电信诈骗案件，两名受害人分别被诈
骗5000元及1.8万元。这让受害人
十分疑惑，自己到医院看病的信息是
如何让骗子得到的？

近日，王女士到海口某医院看
病。第二天，她就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自称是前一天给她看病的医生，
称王女士的病情较严重，让她第二天
早上到医院办公室商量治疗方案，接

着又说需要王女士给其“领导”封一个
8000元红包，因为这位领导是治疗王
女士所患疾病的专家，这样领导就会
亲自给王女士看病。

想到可以治好自己的病，王女士
答应了。王女士说她只有5000元，剩
下的钱要向朋友借，对方就让她先汇
5000元。王女士将5000元汇入对方
指定账户后，急忙向亲友借钱。在过
程中，对方接二连三打电话催促，询问
是否借到钱，这让王女士产生了怀疑，
便问对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可
对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且急忙挂
断了电话。这时，王女士才发现自己

被骗了。
上当受骗的不仅仅是王女士。近

日，海口的吴先生接到一个自称是其
外甥同事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吴
先生的外甥得了重病正躺在医院里，
让吴先生赶紧汇3.8万元过去。

吴先生说，外甥几天前确因身体
不适到医院看过病，对方直呼自己的
名字，并说出了外甥的姓名及工作单
位，所以他并没有过多怀疑对方的身
份，便答应去筹钱。吴先生第一次向
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5000元后，对方
打电话说钱不够，吴先生又转了1.3
万元。当对方第三次要求转账2万元

时，吴先生实在拿不出钱了，便与其妹
妹联系询问外甥的病情，这才发现自
己受骗。

这两起案例，骗子都知道受害人或
受害人家属患病曾到医院治病的信息，
骗子是如何得到受害人信息的呢？案
发后，王女士找到医院，但院方表示
王女士的信息并非医院方面泄露。

对此，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个人信息泄露现
象仍大量存在，包括姓名、电话、地址、
工作单位、开户行等完整隐私数据的
信息甚至被当成商品贩卖。骗子花几
百元钱，就可以从“信息贩子”手里买

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该负责人表示，在这两起案例中，

不排除医院有人向骗子泄露信息，或
医院的电脑系统中病毒导致病人信息
泄露。但也有可能是骗子从别的渠道
获得受害人信息，比如受害人或其亲
友的手机中病毒，骗子可以从中病毒
的手机上获得短信等内容。

警方提醒，各种诈骗电话让人防
不胜防，市民要有高度的防骗意识，不
要轻信陌生电话来电，只要涉及钱财，
一定要多方核实清楚，避免上当受
骗。发现情况不对，应第一时间向警
方报案。

到医院看病没多久诈骗电话跟踪而来，海口两受害人被骗2.3万元

“我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

以申请公租房之名诈骗143万元
儋州一女子一审获刑13年4个月并处罚款15万元

关注高温消防安全

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
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
门时要关掉电源。

天气炎热，用电量剧增，单位、家庭要确保用
电安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
防止引发火灾。

高温天气导致发生火灾的危险增大，各单位
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

严禁违章用电、用气、用油，严禁在施工现场
违章使用明火作业。

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
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须持证上岗。

发现身边火灾隐患，请打“96119”火灾隐患举
报电话举报投诉。

持续高温，易燃易爆危险品火灾和爆炸事故
多发，各单位要加强防火检查，及时消除隐患，杜
绝违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驱蚊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必须远离可燃物，
防止发生火灾。

当前雷电多发，各单位须及时检修防雷设施，
避免雷击引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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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志愿者”模式
让出行更文明

8月 11日，在海口市龙昆南
路与城西路交叉路口，志愿者正
在引导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斑马
线。

据了解，海口开展“文明交通
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以来，以“交
警+志愿者”的模式，劝导不文明
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让“文
明出行从我做起”理念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