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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调整《文昌市
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I-09地块用地选址、《文昌商贸物流园控
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何启宽、何启海、何启栋拆迁安置地选址、《文
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梁定纪拆迁安置地选址，并确
定规划控制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1、《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I-09地块用地重新选址
涉及修改《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I-09地块和I-08地块
部分用地的规划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2、何启宽、何启海、何启栋拆
迁安置地涉及修改《文昌商贸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B-01-02地块
和B-01-01地块部分用地的规划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3.、梁定纪
拆迁安置地重新选址涉及修改《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

25-1、F-25-2、F-30-1、F-30-2地块中相应用地的规划用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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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至2017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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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I-09地块用地重新选址、〈何启宽等
拆迁安置地选址〉、〈梁定纪拆迁安置地重新选址〉控规调整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9月22日

为加快推进文昌主城区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建设，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专家论证，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F-26地块部分用地规划指标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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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至2017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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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26地块部分用
地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9月22日

土地出让暂停公告
刊登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

《海南日报》B01版及相关网站发

布的乐东省储2017-1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乐

东省储2017-2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中的乐东省

储 2017- 1 号地块、乐东省储

2017-2号地块因故暂停出让。

特此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17年9月22日

海南千博乐城开发有限公司（借款人、主债务人、抵押人）、海南千博
三城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三鼎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
鼎顶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伟业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
由一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胜业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担保人、
质押人）、海南兴瑞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千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蒋
晓松、张春龙、昌文莉、王平静、胡书红、赫英伟（担保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行社
与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我行社已将
对贵方所拥有的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贷款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
[贷款合同编号：琼海联社2013年（项）社团固借（诚）字第0325号]债
权总额的100%，依法转让给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与此转
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书（案号：（2016）琼民初3号）确认的以及《贷款合同》、《补充协
议》、《担保合同》、《承诺书》、《承诺函》中约定的我行社对贵方享有的
债权及其所有从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向
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受让人：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云柱，电话：0755-26338900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七路中国经贸大厦16I

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澄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白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海南白沙农村合作银行）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三亚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深圳市东奕永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0日

关于海南千博乐城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2017]9号

海南盛飞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097689528)：
经检查确认，你公司2014年8月份至9月份给济南健群工

贸有限公司、无锡市文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宿迁市真琰金属有
限公司、青海瑞滋商贸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共24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587号）第22条、第37条之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的行为
定性为虚开发票，处以50万元罚款。

我局拟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
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
弃权利。

你公司还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2017年9月2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

号6楼；联系人：夏云亮、王先伟；联系电话：0898-66792057。 海南定安南丽湖国际康复旅游公司：
你公司使用的位于定安县南丽湖西南部，土地面积为

182520.91平方米（折273.78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安
国用（95）字第198号，存在未按期动工的情况，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
闲置土地管理的规定，我局依法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定国土资
用字〔2017〕16号）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拟按无偿收回进行处
置。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闲置土地认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闲置土地认定书》送达之
日起三日内向我局申请听证，我局将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依法
组织听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我局将按有关规定进行
处置。

特此公告

闲置土地认定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22日

致三亚丽苑商住未办理不动产证业主：
我司开发建设的三亚丽苑商住楼项目已交付使用，已向房屋登

记机关提交办理权属登记资料，并已为多数业主办理完房产证，现仍
有11户业主虽经我方多次催促，至今仍未办理手续。鉴于我司现为
产权人，业主办理产权登记手续需我司加盖公章，为保证业主顺利办
理房产登记手续，切实保障广大业主的财产权益，现再次向你们发出
催办通知，请务必于公告发布之日起截至2017年12月31日内持有效
证件及相关资料前来办理产权登记手续，逾期由本人自行前往办理，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本人自行承担，与我司无关。办理地点：三
亚市金鸡岭路丽苑小区A6别墅。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7:30；
电话 0898-88683961。需办理人员名单：A1605高雪梅；A2402周卓
昕、陈暄文；A21101、1102林颖舒；B403李丹、赵维太；B801赖映芳、王
一安；B802TONKOVID ALEKSEI；B901王大亚；C403韦修丰；C601陈
孝孔；D401王宏梅 特此公告。

三亚丽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1日

《不动产权证》催办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2017〕8号

海 南 浩 盛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090549207W，法定代表人：郑爱富)：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
税四稽检通一〔2017〕2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四稽通
〔2017〕19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
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葛兆波、袁旭等人，自2017年9月26日起
对你（单位）2014年4月1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
日内向我局提供2014年4月1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
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葛兆波、袁旭。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8604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2017年9月22日

通 知
凡属国营东兴农场（含原东岭农场）在册职工，自通知

之日起至2017年10月20日止，尽快回本场社保科办理有

关手续，逾期不办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0898-62333222。

海南省国营东兴农场

2017年9月21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我局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员

取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相关法律
的规定，我局现对吴连文、黄章焕的非法行医违法行为及卫生行政处
罚 信 息 进 行 公 告 送 达 如 下 ：吴 连 文 ，男 ，身 份 证 号 ：
362322198210050511，经查，2017年5月15日你未经许可擅自利
用超声技术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本行政机关已
于2017年9月13日做出海龙卫医罚[2017]11号行政处罚决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黄章焕，男，身份证号：
460021195507114235，经查，2017年5月11日你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本行政机关已于2017年9月11日
做出海龙卫医罚]2017]10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
后，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海口市卫生局或海口市龙华
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
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行政机关联系地址：海口市金园路龙华金园办公区五楼513
房。联系人：林汉强，电话：66719701。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 2017年9月21日

2017年海南省首届“天涯工匠”

拟命名表彰名单公示
2017年海南省首届“天涯工匠”拟命名表彰名单现予公示，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以拼音字母排序）：
符林早（女黎族）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管理员、传

承老师
符史琼 文昌市东郊镇个体户
韩轩轩 海南省技师学院机械系教师
梁庆莲（女）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荣分公司割胶工
刘文伟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焊工主管
陆 升 海南省建筑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模具工
李学深 三亚亚龙湾喜来登度假酒店中餐行政总厨
施时楷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机械检修高级技术监督
易从涛 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航线车间经理
周 皓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钳工
公示时间：2017 年 9 月 22 日—9 月 26 日。投诉电话：

66553626,65348602,66553629（传真）；电子邮箱：qgzjx@163.
com；受理单位：海南省“天涯工匠”选树宣传学习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江路72号
劳模大厦626室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政编码：570203。

定安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定安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9月30日下午14:

30在定安县公开拍卖：定安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12辆（拍卖清
单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定安县见龙大
道海南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内；展示时间：9月26日至27日；报名时
间：9月30日上午8:30-12:00（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
证）；报名及拍卖地点：定安县政府第一行政楼南楼会议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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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车辆不含号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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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
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
68555951 18508955059 13005097307；网址：www.hntianyue.com

国办印发《方案》

明年完成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部署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方案》提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
作目标是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了解污染
源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国家、区域、流
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
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
统计平台，为加强污染源监管、改善环境质量、
防控环境风险、服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
依据。

《方案》明确，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17年
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资料。

普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污染源的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范围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
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
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同时，《方案》还确定了普查内容和技术路
线。

《方案》强调，本次普查遵循“全国统一领
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
与”的基本原则，2017 年完成前期准备、启动
清查建库和普查试点，2018年完成全面普查，
2019年完成成果总结与发布。重点排污单位
应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排放标准及排污许
可证等相关要求开展监测，如实填报普查年度
监测结果。各类污染源普查调查对象和填报
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染源普查表
填报工作。要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现有统计、监
测和各专项调查成果，借助购买第三方服务和
信息化手段，提高普查效率。

《方案》要求，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统一领导普查质量管理工作，建立覆盖普
查全过程、全员质量管理制度并负责监督实
施。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执行污染源普查质量
管理制度，做好污染源普查质量保证和质量管
理工作。

同时，要建立健全普查责任体系，明确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普查数据质量溯
源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开展普查数据核查和质
量评估，严厉惩处普查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
者高敬）《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21日正式
对外公布。意见提出，要坚决防范地
方和部门不当干预。研究制定防范和
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管
理办法，重点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
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等问题。

根据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
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
质量的意见》，到2020年，全面建立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环境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实
现两个“确保”，即确保环境监测机构
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确保环境
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当前，地方不当干预环境监测
行为时有发生，环境监测机构服务
水平良莠不齐等因素，导致环境监
测数据质量问题突出。意见提出，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建立健全防范
和惩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责
任体系和工作机制，并对防范和惩
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负领导责

任。对弄虚作假问题突出的市（地、
州、盟），环保部或省级环保部门可
公开约谈其政府负责人，责成当地
政府查处和整改。

意见要求，研究制定防范和惩治领
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管理办法，
重点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
伪造环境监测数据，限制、阻挠环境监
测数据质量监管执法，影响、干扰对环
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查处和责任
追究，以及给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下达
环境质量改善考核目标任务等问题。

对于环境监测机构的数据质量责
任，意见提出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
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度。采样
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
对原始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的真实性
终身负责。

意见还提出严厉惩处环境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行为，并要求大力推进部
门环境监测协作、加快提高环境监测
质量监管能力等。

严厉打击排污单位弄虚作假行
为。排污单位存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行为的，环境保护部门、公安机关依法

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并对单位判处罚
金；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强令、指使、
授意、默许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依纪
依法追究其责任。

推进联合惩戒。各级环境保护部
门应当将依法处罚的环境监测数据弄
虚作假企业、机构和个人信息向社会
公开，并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同时将企业违法信息依法纳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现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要坚决防范地方和部门不当干预环境监测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
白瀛 史竞男）由中宣部、中央电视
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辉
煌中国》19日起在央视播出以来引
起热烈议论。无论是各相关领域单
位负责人，还是普通观众、网友，频
频表达“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为
祖国骄傲”“为中国的继续辉煌一起
奋斗”等心声。

纪录片《辉煌中国》全片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
进、真抓实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示五年来
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自豪感，真实记录中华民族实
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飞跃。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观看《辉煌中国》第一集《圆
梦工程》后感慨万千，热血沸腾。“我
看到了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架托
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五年
的改革创新，五年的砥砺奋进，让世
界震惊的‘圆梦工程’见证了中国的
辉煌成就，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骄
傲和自豪。”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看完第一集后就喜欢上了
这部纪录片，感受到祖国的伟大，感受
到做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受到中
华民族美好的未来。“特别是第一集重

点介绍了上海洋山深水港，其四期工
程是国内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建成之后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将突破
4000万标准箱，这个数字是全美国所
有港口加起来的吞吐总量，也是目前
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看到
中国五年来历史性成就的展现，相当
自豪。”

新浪微博网友“券券君精选分享
_无门槛”看过第一集后说：“此刻不
能忘了修建成昆铁路、青藏公路等中
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也
不能忘了为新中国找矿的地质工作
者、大地测绘工作人员；为新中国能源
材料建设的石油工人、煤矿工人、钢铁
工人；为新中国保障温饱的广大农
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安徽省亳州市筑梦社区是安徽省

的第一个互联网+创业示范园，吸引
了众多有志青年前来投身“双创”，从
运营到现在已经签约560多家企业。
其负责人田广东说，《辉煌中国》纪录
片第二集《创新活力》给他们带来了更
多的新理念。

“从这个节目我们深刻地感到唯
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
我们觉得节目里面许多创新的模式、
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理念都可以运用
到我们的创业实践中，指导我们的创
业者更好地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
他说。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作家协会
主席肖永乐看完第二集《创新活力》

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恒久动
力，中国的创新动力源源不竭，潜力
无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举
世惊赞！”

新浪微博网友“拒食鱼翅”看过第
二集后说，“实体经济也要转型。中国
不能一直做包装加工吧，科技引领未
来，加油中国青年创新。”而网友“专治
慕洋犬”则回复说：“科技创新的同时
包装加工也要保留，科技创新领域难
以解决很多就业。”

微信网友“金陵未醉人”看过前两
集后说：“中国辉煌是实打实干出来
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但自豪，还要努
力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为中国的继
续辉煌一起奋斗！”

“中国辉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播出前两集引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