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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声同志逝世
原海南行政区商业局副局长、离休干

部罗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9月
17日在海口逝世，享年100岁。

罗声，男，广东和平人，1938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主要历
任广东和平热水华侨回乡服务团第七团
和西队副队长，东江纵队政治部组织干
事，广东增城县四支队武工队队长，增城、
龙门、博罗、从化人民自卫队政治指导员，
增城县东三支队第二团、第六团政治处主
任，增城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组织部部
长，粤东区党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广东
省合作总社推销经理部秘书科科长、副经
理、地产废品处副处长，海南商业处副处
长、海南商业局副局长等职。1984年 12
月离休（地专级）。享受按副省长级标准
报销医疗费待遇。

罗声同志送别活动定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 10 时 30 分在海口市殡仪馆举
行。

联系电话：罗小平（儿子）：66224651、
133518073772
省商业集团公司：
65351328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7年9月18日

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302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3020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7年10月17日上午10时至2017年10月18日上
午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 //sf.taobao.com/0898/19) 进行公开拍卖下列财产：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56 号北京大厦27 层A 房,建筑面积:
313.08m2，参考价: 2805510 元，竞买保证金: 30 万元。咨询、展示
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自2017 年10 月9 日起至2017年10 月13 日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 年10 月18 日前于
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 (1) 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 本
次拍卖产生过户的税、费等费用按国家规定各自负担。咨询电话:
0898-66750636黄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9月19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7年9月21日

20:00－2017年9月22日07:00进行计费系统和统一充值

平台升级优化，升级期间营业受理系统暂停使用，影响的业

务有：所有平台的缴费充值、停复机、报停报开机、话费查询、

详单查询、费用提醒、发票推送打印、号卡激活、11888电信充

值等。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客户服务热线10000、QQ客服8000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2017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大海的乐章

国庆交响音乐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演出单位：厦门爱乐乐团
演出时间：2017年9月21日、22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35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37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3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9月18日至 22日 9：00—18:00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09HN0093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海口市金贸中路10号第4号、5号、6
号、7号铺面，铺面均为两层面积共60m2，挂牌底价每套铺面租金
48960元/年，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为3年。该铺面约建成于
2002年，临时建筑，钢混结构，室内简单装修，维护保养状况一般。铺面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较繁华地段，区域内住宅小区、酒店较多；生活公共
服务设备配套与基础设施完善，对外交通较便利，公交便捷度较好，是
海口房地产市场较繁华的区域之一。以上四套铺面均采取“网络报价，
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承租方，每套铺面需缴纳2.5万元作为竞租保证
金，公告期：2017年9月19日至2017年10月9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9月19日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王全印 实习生胡
毅）近期，海南部分互联网企业陆续
接到能帮忙代理申请互联网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资金到账后扣留手续费
的电话。对此，今天，记者从海南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省工信
厅）证实，该信息是谣言或诈骗信息，
请互联网企业切勿相信。

文昌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人员符

先生透露，自称汇桔网、旗盛商务公
司的工作人员日前联系到他并称：

“海南互联网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
还没出来，我们通过内部关系拿到的
暂时不能往外泄露。只要满足企业
入库（海南省互联网产业综合服务平
台上纳入数据库）、企业正常缴税、员
工正常发放工资三个条件，即可申请
互联网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金到账
后才收手续费。”

2016年，符先生在海南省互联
网产业综合服务平台上填报过申请
互联网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信息，可

由于条件不符，未通过审核。符先生
说，今年4月，他接到过帮忙申请互
联网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电话。9月
以来，这样的电话突然多了起来，对
方所说信息基本相同，他担心被骗，
便立即向省工信厅反映。

据了解，符先生并非个例，许多
互联网企业都曾接到过此类电话。

“符先生所接听的电话不可信，
有可能是诈骗，全省的互联网企业申
请互联网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我们不
收取手续费。”省工信厅信产处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严格按照《海

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关于组织申报2017年
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的通知》，要求申请互联网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的互联网企业先在网上
评报，然后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申
报企业才提交相关材料。

当前，全省已申请互联网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的企业350家左右，申报电话
等信息均公开。省工信厅信产处有关
负责人提醒，他们未委托任何机构代理
互联网专项资金申请，互联网企业不要
盲目相信代理申请专项资金的说法。

本报海口 9 月 17 日讯 （记者
邓海宁 实习生庞诗雅 通讯员梁少
丽）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科工信局获
悉，海口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已于15
日上线试运行，正按照国家规范指南
同步梳理建立全市政务信息资源目
录体系，预计10月底将完成整体上
线，并接入海南省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届时，可初步实现海口市政务信

息共联互通，以及共享平台对跨部门
业务应用的支撑，变“群众跑腿”为

“数据跑路”。
据了解，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是智

慧城市建设中最基础的工作，海口
提出以12345热线为基础，搭建更为
便捷顺畅的“互联网+政务”的综合
性政务服务大平台，不断提升便民
服务效率，提高城市管理治理的信

息化水平。为此，海口市科工信局
以优化提升“12345热线”信息化服
务水平为抓手，提升大数据为民服
务水平，全力促进各领域智慧应用
加快落地发挥实效，确定近期城市
信息化建设管理的几项重点工作，
包括“12345”市民云、“12345+网格
化”、互联网+政务以及科技创新大
数据平台建设等，目前已完成总体

建设目标的65%。
海口市数据共享开放平台上线

后，下一步将同步按照国家规范指南
对海口市政务信息进行梳理，并建立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理清信息资
源“底数”，建立信息资源“台账”，从
而推进海口市政府数据资源的统筹
管理，计划在年底前，完成海口现有
政务信息资源的梳理。

昌江十月田互联网
农业小镇昨启动
主推特色优质农产品

本报石碌9月18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包装精美的竹稻、新鲜的霸王岭山鸡
蛋、制作精美的黎锦，只需用手机扫一扫便能完
成下单。今天下午，随着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
镇互联网农业小镇的正式启动，在特色展示中心
里，当地居民也享受到了“互联网+农业”带来的
便利。

据了解，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是我省第
11个互联网农业小镇，而于今天正式开业的展
示中心，是昌江在省农业厅指导下完成的互联
网农业小镇建设阶段性成果，包括1个镇级运
营服务中心，以及6个村级网络服务中心。进
驻其中的昌江特色农产品包括才地蜜柚、南岭
柠檬、姜园圣女果、木棉红蜂蜜、黎锦黎陶、王下
山鸡蛋等。

随着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的启动，昌江将
着力聚集产业、汇聚人才，推动信息化与农业现代
化融合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
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水平。同时，昌江还将充
分利用互联网理念和技术，加快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
应用，着力培育一批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强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一批优势特色品牌，将互联
网农业小镇培育成昌江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重
要支柱。

海口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上线
计划年底前完成政务信息资源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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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厦门 9月 18 日电 （记者
杨艺华 通讯员毛永翔）在 2017 厦
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行的
我省重点园区专题招商活动上，来
自全国各地100多家企业和海南生
态软件园、海南数据谷、三亚中科遥
感信息产业园等园区的代表们共同
探讨海南信息产业前景，共同谋划
重点园区未来发展。本场招商活动
中，5家企业与我省市县、园区签订
了合作协议。

省工信厅厅长韩勇向与会嘉宾
阐明了海南重点发展产业园区的必

然性，强调海南将立足“多规合一”提
出的六类产业园区定位，坚持推行

“六个试行”极简审批改革、“五证合
一”改革等。省工信厅总工程师董学
耕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海南工业运行
和重点产业园区发展概况，并重点就
我省互联网、医药、低碳制造、油气等
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进行讲解。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复
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海南数据谷、
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6家单位分
别就园区产业发展情况、招商引资方

向及政策扶持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南威软件股份集团、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云保空间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看一看科
技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负责人
进行交流发言，并针对海南省发展
相关产业、政府配套服务及政策扶
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企业
对海南产业园区发展布局予以充分
肯定，企业家们纷纷看好海南产业
园区发展前景，表示将赴海南考察
交流，寻找投资商机。

推介会上，省工信厅、海南生态

软件园和南威软件三方围绕海南省
智慧城市建设，达成以大数据技术为
基础的多方面项目合作，项目将“互
联网+”融入政府治理、城市管理、产
业发展、民生服务，逐步落实“智慧政
务”“智慧公安”“智慧交通”“智慧旅
游”“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政
法”等系列智慧产业项目的建设。

海南数据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和深圳看一看科技有限公司将基于
双方技术及资源优势，在海南共同推
进AR、VR、MR底层技术，以及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领域的

研发，针对性开发适合海南的智慧解
决方案。

此外，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苏州嗨森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就农业共享无人机项目落
户事宜达成协议；海南复兴城产业
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云保空间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农业大数
据服务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三亚
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和北京微纳星空科技有限公司将在
海南建设微小卫星和卫星应用产品
研发基地。

本报厦门 9月 18 日电（记者
杨艺华 通讯员龚衍流 毛永翔）精
彩的赛事活动，独特的生态优势，
颇具吸引力的会展产业发展政策，
作为十二大重点产业之一的海南
会展业，今天在厦门精彩亮相，并
借助2017厦门投资贸易洽谈会平
台开展会展业专题招商，受到多方
关注。

据了解，会展业是厦门三大主
导产业之一，2017年，厦门举办展览
近200个，会议6000余场。2016年
海南会展业收入145.1亿元，增加值
67.9亿元，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海南与厦门会展产业相互合作、优势
互补潜力大。

省商务厅厅长吕勇在推介会上
表示，海南诚挚邀请国内外会展企业
来海南设立机构、会展精英来海南扎
根创业，投资会展基础设施，举办各
种会议、展览、节庆和赛事。

推介会上，各市县及省内会展
龙头企业负责人推介了本地会展业
发展或重点会展项目有关情况。来
自华东、华南地区的会展界行业机
构及企业代表120多人参加了推介
会。海南在推动会展业发展所做出
的努力，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关
注，一些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到
海南投资办会办展。

我省重点园区厦门专题招商
签订一批信息产业项目协议

海南会展业
“厦洽会”寻合作

我省反假货币宣传月启动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

海南省反假货币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海口举
行。省内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多家银
行参与活动。

此次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是海南省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关于反假货币工作部署的
具体举措，是我省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
假币犯罪活动指示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宣传月期
间，我省银行营业网点将通过统一张贴宣传海报、
发放反假货币宣传折页、播放宣传短片、组织公众
积极参与网络答题等方式对人民币防伪知识、假
币识别技巧、爱护人民币观念等内容进行广泛宣
传，切实提高宣传效果。

海南“全国科普日”三亚主场活动启动

丰富科普“大餐”邀市民共享
本报三亚9月18日电 （记者林诗婷）戴上

VR眼镜近距离探寻深海生物，趣味十足的轮船
模型充满科技感……今天上午，400余名来自三
亚市的小学、高职院校学生以及各相关单位科普
志愿者齐聚三亚市明珠广场，共同开启以“创新驱
动发展，科学引领幸福”为主题的2017年海南省

“全国科普日”三亚主场活动。
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2日，接下来还将开展科

普讲座进校园、社区科普益民、科普惠农兴村、科
普开放日、科普论坛、“科普+旅游”等，为鹿城市
民呈上丰盛的“科普大餐”。

互联网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能代理申请？
省工信厅：该信息是谣言或诈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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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9月18日电（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毛永翔）在今天举行的
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海南特色产业小镇专题招商会携一
批重点项目精彩亮相，吸引了来自北
京、浙江、福建、湖南、台湾等地企业
和机构共200多人参加招商活动。

本次招商活动主要通过专题短
片播放、重点特色产业小镇推介、现
场交流商洽等形式，宣介海南省特
色产业小镇概况、优势资源和优惠
政策，本次招商活动共有15个市县
组织的30个特色产业小镇参与招
商和推介，共推出特色产业小镇招
商项目108个，预计总投资额达800
亿元。

招商会上，参会企业嘉宾专注听
取小镇推介，现场进行热烈交流洽
谈，对我省特色产业小镇表现出浓
厚兴趣。北京东方恒瑞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赖文鑫认为，海南特色
产业小镇招商重点突出，主题明确，
前景可期，希望能深度参与合作。

又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孙文
玺 毛永翔）“海南生态环境一流，传
统文化独具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优势
突出，我们期待与海南合作。”台湾知
宜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维雄今天在海

南美丽乡村专题招商会上表示。
为借助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搭建海南美丽乡村招商引资
平台，省住建厅举办了海南美丽乡村
专题招商会。招商活动全面推介了
我省“百镇千村”工程，“吸引社会投
资高水平建设美丽海南百镇千村，与
旅游度假区、景区、产业园区融合互

动”的发展愿景受到投资者高度关注。
省住建厅副厅长陈孝京介绍，目

前全省已基本建成海口桂林洋、澄迈
福山等50多个特色产业风情小镇，保
亭什进村、琼海北仍村等200多个美
丽乡村示范村，2016年命名授牌表彰
第一批40个星级美丽乡村，成为海南
全域旅游的重要支撑点和载体。

招商会上，白沙、屯昌、海垦控
股集团相关负责人就美丽乡村建设
招商项目作了推介，上海友臻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海南雅布伦健康疗
养中心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代表就
投资海南美丽乡村建设进行经验交
流后，各投资企业与市县进行了项
目对接洽谈。

108个海南特色产业小镇招商项目亮相
海南美丽乡村建设“厦洽会”引关注

维护旅游秩序保障游客安全

琼海成立旅游与
环境资源警察大队

本报嘉积9月 18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冼才华）琼海市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大队）近
日挂牌成立，将承担社会面巡逻防
控、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等职责。

近日，该大队接到龙湾水泥厂长
期存在违法填海、违法排污等污染环
境违法行为的举报后，立即赶赴现场
走访调查，发现龙湾水泥厂中转站设
有污水池一个，项目内生活污水均排
入该污水池中，由潭门镇每日清理、
装车运走。是否存在举报所反映的
问题，相关部门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该队将持续跟踪关注此案，并主动配
合相关部门对举报内容中涉及污染
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