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南新闻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刘梦晓 美编：孙发强B05 综合

环保部发布1月-8月及8月全国
空气质量状况

海口好空气
再获全国第一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顿春蕾）今天，环境保护部发布今年8月和1-8月
全国重点区域和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在74个重
点城市中，海口再次位列两项排名第一。

8月，74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
位城市（从第1名到第10名）依次是：海口、拉萨、
珠海、丽水、大连、厦门、贵阳、西宁、哈尔滨和中
山市。1月-8月，前10位城市依次是：海口、拉
萨、珠海、舟山、丽水、深圳、惠州、厦门、贵阳和福
州市。

数据显示，8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9.3%，同比下降0.9个百
分点。8月份海口环境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
30天，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一级标准29天，二级标准1天。

海口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
海口通过严格执行《海口市大气污染防治2017
年度实施计划》，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大力
淘汰“黄标车”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护了生态
环境，留住好空气。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将启动

9月24日起开始报名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卢进梅）我省2018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即将启动。初试时间为12月
23日至24日，考生应从9月24日起做好报名及
应试准备。

9月24日至27日，应届本科毕业生可登录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网上预报名；10月
10日至31日，考生可登录“研招网”，按网站的提
示和有关要求如实、认真填写本人报名信息并网
上缴纳考试费；11月7日至11日，考生（不含推免
生）均须到本人网上报名时选定的报考点现场核
对并签名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期间不到现场确
认信息的考生视为自行放弃报名资格。

本报万城9月19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曾望）记者今天从万宁市公
安局了解到，万宁警方近日协助四川
警方，经过近一周的追踪、摸排，成功
端掉一个窝藏在偏僻民宅里的电信诈
骗团伙，将该团伙成员5男2女全部
抓获。

万宁市公安局近日接到四川省巴
中市公安局的协助请求称，巴中市内
连续发生多起以飞机票、火车票改签
为由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人被骗，
涉案金额巨大，经侦查发现，涉案诈骗
窝点就在万宁市辖区内，并且了解到
该诈骗团伙计划于当天在万宁市牛漏
镇进行聚会，请求万宁公安配合进行
抓捕收网行动。

万宁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召
集刑侦大队对此案进行认真研究部
署。该局刑侦大队积极配合四川警
方的行动，组织精干警力到牛漏镇
布控摸排。可是当侦查员到达牛漏
镇时发现该团伙成员（共 5 男 2 女）
刚刚聚集完毕，正驾驶车辆向市区
行驶。侦查员立即开始秘密跟踪，
一路跟踪至万城镇光明北路某饭
店。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在饭
店周围密切监视，在该团伙成员全
部到位正在聚餐时，10多名侦查员
按计划将该饭店围堵，将7名涉案犯
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经突审，该团伙成员李某寿、陈
某州、林某、陈某华、蔡某雄、苏某珍、
李某燕等7人都是儋州市人。经该
团伙成员供述，其诈骗窝点位于万宁
市大茂镇袁水村委会牛石村某偏僻
的民宅里。当夜万宁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侦查员立即配合四川警方连夜
赶赴窝点，对该窝点进行搜查，当场
扣押作案电脑、手机、电话卡、银行卡
等一批。

目前，万宁警方正全力配合四川
警方审理此案。

万宁警方协助四川警方
破获特大电信诈骗案

7名涉案嫌疑人
聚餐时一锅端

广告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17]4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
受联合申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7
年9月30日至2017年10月23日到琼海
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府
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
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
于 2017年 9月 30日至2017年 10月 23
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
书面申请（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17年10月23
日下午17时。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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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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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
时间为：1.起始时间：2017年10月11日上
午9时整。2.截止时间：2017年10月25日
下午16时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
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

//www.landchina.com、www.ggzy.hi.
gov.cn、www.hnlmmarket.com。本次挂
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本次挂牌出让竞买
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
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
名、报价。八、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
39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2811911、
65303602;联系人：蔡先生、李先生。九、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
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20日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面积（m2）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投资强度
（万元/亩）

开发期限
（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琼海市 J2013004
号地块

琼海市嘉博

路桥头村
951.9

商业

用地
40 ≤1.2 ≥30% ≤40% ≥131.78 2 191

君悦府三期A、B区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君悦府三期A、B区项目位于永万东路西侧，两项目统一规划，按

控规地块单独核算指标，分别属《海口市长秀片区（A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D0905、D1008地块范围。A区项目拟建3栋地上2-25层、地下1
层的商住楼、商业楼，B区拟建3栋地上2-25层、地下1层的商住楼
以及1栋地上2层的开闭所。A、B区送审方案容积率、绿地率等规
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建筑山墙退西侧用地红线为15米，不符合技
术规定要求的≥17.85米，但满足最小退线要求，考虑到属山墙间距
同时也满足消防规范要求，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9月20
日至10月9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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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
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9月20日

根据《海南省加油站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和琼
商务审字〔2016〕105号文件，文昌嘉德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拟建的
文昌市第68号加油站地块位于文城镇新合墟，目前控规尚未覆盖，
为加快项目建设，我局按程序确定该地块规划指标。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7年9月20日至2017年10月19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js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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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关于进行《中海洋加油站指
标确定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9月20日

海南产权交易所

关于公开选聘中介机构的公告
海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与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等拟实施整合

重组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现受委托，拟对海
南铁路混改和PPP运营改革项目公开选聘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律师
事务所。审计机构负责对被审计单位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
月31日、2017年9月30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2015年
度、2016年度、2017年1-9月的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
表及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进行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审计费用不超过200万元，参选保证金2万元。评估
机构负责对评估基准日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相关资产价值的参考依据。评估范围
是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费用不超过400万
元，参选保证金4万元。律师事务所负责对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进行混
改及PPP运营改革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律师费用不超过150万元，参
选保证金1万元。报名截止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下午17：00；递
交参选文件时间为2017年9月27日上午08：30-09：00；选聘会开始
时间为2017年9月27日上午09：00。其它有关选聘资格条件、参选
文件递交及评审办法详见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联系
人：孙女士 0898-66558034，徐女士 0898-66558023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9月20日

“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单位、中央驻琼垂直管
理单位车改取消车辆”网络竞价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09HN010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单位、中央驻琼垂

直管理单位车改取消车辆共19辆车，车辆品牌有海马、猎豹、东风
标志、别克等，起始价从0.4万元到2.3万元不等，每辆车的竞买保证
金均为人民币1万元，公告期限：2017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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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0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 琼01执535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舜华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海南达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9月7日
作出(2015)海中法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诉前保全查封了登记在
被执行人海南达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水仙
路3号“达嘉豪园”1号楼1-1601、2号楼2-605、2-705三套房
产。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期间，未经本院许可，不得处置上述
财产。现本院拟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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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
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九月八日

儋州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第2017-009期）

受儋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9月28日下午15时
在儋州市图书馆一楼会议厅公开拍卖：儋州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
共29辆（详见拍卖清单）；竞买保证金：2000元/辆。展示地点：儋州市
绿源小区篮球场；展示日期：9月25至26日；报名日期：9月27日上午
9：00-16：00（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证）；报名及拍卖地
点：儋州市图书馆一楼会议厅。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
（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履约保
证金，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3、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9月27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
账户（户名：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20102603902450101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儋州市支行）。拍卖机构：儋州辉建拍卖有限
公司，电话:13976067341林先生0898-23326185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5）龙执字第308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执字第3086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0月11日10时至2017年10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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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第一
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金贸区A、B小区中衡公寓704室房产。产
权证号：24215，证载建筑面积131.91平方米。起拍价：540000元，
竞买保证金7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9
月25日起至2017年10月10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0月11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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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由买受人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负
担。咨询电话：0898-66756879（李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
66705436 法院司法技术室：66130025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9月1日

海口市龙华区蝉联全国
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连续4届被中央综治委评为全国先进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见习记者梁君穷 通
讯员崔善红）记者今天从海口龙华区获悉，在4年
一次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包括
海口市龙华区在内的全国112个单位被中央综治
委表彰，被授予“长安杯”称号。龙华区因平安建
设成绩优异荣获“2013年—2016年全国平安建
设先进区”荣誉。该区自2001年以来连续4届获
此殊荣。

龙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也
一同被授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
体”称号。

据悉，“长安杯”是中央对一个城市（区）平安
建设、社会治理创新、和谐社会建设及发展软环境
等综合水平的最高褒奖，获得“长安杯”必须连续
3届以上（含3届）被表彰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先进集体”、优秀市（地、州、盟）、全国平安建设
先进县（市、区、旗），每届跨度4年，连续3届共需
12年。“长安杯”评比也是我国综治领域时间跨度
最长、涵盖内容最多的一项综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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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这个剪贴本，记录一些媒体报道
过的需要资助的学生。”9月19日晚9
时许，在万宁市举行的“感动万宁”
2016－2017十大年度人物暨2017
年度万宁市精神文明建设评选颁奖晚
会舞台中央，万宁78岁的老人蔡松庭
将一个剪贴本举起时，掌声雷动。

此刻，主持人泪水夺眶而出，900
多名现场观众全体起立，向这名靠扛煤
气谋生，将一叠叠浸湿过汗水的钱捐给
需要帮助的学生的独居老人致敬！

仅在2017年，蔡松庭就已经拿
出全部的8万元积蓄，捐给了省内12

名需要资助的学生。而他，每月生活
费只花300多元，剩下的2000多元
收入全部捐了出去。即使是在颁奖
晚会上，他身上穿着的依然是那件肩
上被煤气罐磨出破洞的工作服。

明德惟馨，美好万宁。当晚不时
响起的掌声，不只是送给他。

“10元不算多，但是我们一起行
动，坚持下去，肯定能够帮助到很多
孩子。”晚会一开始，万宁“十元微爱
团”群主林涛妹的一句话，让在场观
众不由自主鼓起了掌声。万宁“十元
微爱团”的成员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普
通群众，从2015年11月成立至今，
团里已经有上千名成员。每人每个
月捐出10元钱，积小流成江海，为孤
儿或贫困家庭的孩子送去温暖。

10多名万宁“十元微爱团”代表

走到舞台中央，爱的力量在膨胀。此
刻的现场充满了感动。

万宁求知书屋主人冯慧君登上领
奖台。他身后大屏幕上是书屋剪影，七
八个市民正在书屋里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爱读书，但是更希望更多的
人和我一样爱读书。”当主持人问他
为什么要每年自费两三万元开设这
家免费书屋时，冯慧君激动地说，他
就是想通过营造浓浓的看书、爱书、
藏书氛围，传递人间正能量。

晚会现场，一个又一个这样平凡
的人物登上舞台，他们用自己的行
动，践行着凡人善举的伟大，让感动
现场时刻传递。

“我开设的槟榔加工厂，现在有
员工60人，25人是贫困户，15人是
吸毒康复人员。”曾经的“瘾君子”卓

祥辉一句话，让现场观众惊讶不已。
这个曾经被4次强制戒毒的“瘾

君子”，走出毒魔控制的人生，蜕变成
槟榔加工厂老板，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和成功事业。因为自己痛苦过，他没
有忘记那些曾经和他一样的人。

“加工厂里的15名吸毒康复人员
中，有没有复吸的？”现场主持人问起。

“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今后还要
继续努力帮助那些想戒毒的人。”卓
祥辉的一句话，让所有的人为之骄
傲，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

“今晚，一群平凡的人用他们的实际
行动向我们传递了品德的伟大、人性的伟
大。”主持人的结束语在现场久久回荡。

和风轻拂的万城，街头灯火辉
煌。美德力量从会场传出，多彩万宁
愈发迷人。 （本报万城9月19日电）

“感动万宁”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现场——

雷鸣般掌声献给一次次善举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桥头地瓜能卖十多块钱一斤，而
有些品种的地瓜却主要拿来喂猪；海
南农产品品牌不少，却几乎没有国内
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今天，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召开的全省种植业品种调
优增效暨冬季瓜菜扩种现场会上，省
农业厅厅长许云的一番话，指出了我
省特色农产品调优增效的迫切性。

现场会上，省农业厅对冬季瓜菜

产销、农产品调优增效、农业公用品牌
培育、撂荒地复耕、土地确权、“两区”
划定等我省当前农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进行全面部署。

冬季瓜菜是我省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支柱产业。会议提出，今年冬
季瓜菜种植面积要新增10万亩，扩大
至300万亩。各市县要通过稳定水旱
田瓜菜种植面积、扩大坡地瓜菜种植
面积、积极发展二茬瓜菜等方式实现
目标。根据今年内地市场调研，预计

明年国内辣椒市场饱和，瓜类、豆类、
鲜食玉米短缺。各市县要以减椒增瓜
增豆为基本要求，适当减少辣椒种植
面积，增加瓜类、豆类品种及鲜食玉米
等的种植面积。

各市县要绷紧农产品质量安全这
根弦，加强瓜菜上市前例行检测，强化
田头、收购站（点）和码头的抽检，做到
上市瓜菜产品100%持证出岛，确保
无重大农产品安全事件发生。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造既

有海南特色、又适应市场需求的高
效产业体系，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根本出路。会议提出，我省
将利用3-5年的时间，围绕16类特
色农产品，实施调优增效行动，重点
采取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优化产业
布局、加强优良种苗供应、建立标准
化生产基地、打造产业联盟、培育公
用品牌等综合措施。力争到 2020
年，16 类特色农产品总产值达到
800亿元，比2016年增长47%，优质

品种覆盖率达到72%，比2016年提
高30个百分点。

会议提出，我省将利用3-5年的
时间，对全省500个农业品牌进行资
源整合，培育海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50个，认定海南省名牌农产品50
个，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750个，
建立健全农产品公用品牌培育、发展
和保护体系，实现农产品公用品牌总
产值占全省农产品总产值50%以上。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我省召开种植业品种调优增效暨冬季瓜菜扩种现场会

今年冬季瓜菜将扩种至3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