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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东站国际商业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凤翔西路于龙昆
南路交叉口东南区，紧邻海口高铁东站，公交总站及海汽客运
站。项目占地面积约50亩，总建筑面积为19.4万平方米。现对
该项目电影院进行公开比选招商。请有意参与该项目的电影院
公司踊跃报名。

1.报名材料：企业营业执照样本（具有影院经营资质），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商业方案、企业运营案
列等。

2.报名时间：2017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法定公休日，
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00。

3.比选方法：2017年12月15日(暂定)进行初步比选，择优
选取出3-4家进行深入磋商，最终根据磋商结果确定中选单位。

4.联系方式：地点：海口市海盛路与港澳大道交叉口西南侧
蓝城商务大厦8楼寰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邢先生，联
系电话：139-7665-5883。

公 告

2017年11月17日

海口市振东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海南省昌江县信宇城市信用社、海南南渡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佳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琼山华鹏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下列宗地（详见附表）存在超过动工开发时间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情况，经报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认定下列宗地为你单位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拟无偿收回该宗土地使用权。因你单位下落不明，我局无法直接向你单位送达《闲置土地认定书》和《听证权利告知书》，现予
公告送达，本公告自登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有异议，你方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可向本机关申请听证，本机关将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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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301房，联系人：小巫、小朱，联系电话：68551079）

海 口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公 告

闲置土地一览表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名称

海口市振东区工业发展总公司

海南省昌江县信宇城市信用社

海南省昌江县信宇城市信用社

海南南渡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南渡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昌江县信宇城市信用社

海南省昌江县信宇城市信用社

海南省昌江县信宇城市信用社

海南佳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琼山华鹏有限公司

土地坐落

海口市振东区白龙路北路

海口市新埠富贵花园

海口市新埠富贵花园

海口市新埠岛

海口市新埠岛

海口市新埠富贵花园

海口市新埠富贵花园

海口市新埠富贵花园

海口市灵山镇大统管区

海口市灵山镇灵山村委会学尧村

土地面积（m2）

1062.61

181.27

346.28

1339.42

4348.43

358.8

157.5

406.15

8616.19

4641.65

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籍) 字第J0382号

海口市国用(籍)第字J0569号

海口市国用(籍)第字J0571号

海口市国用(2004)字第001815号

海口市国用(2003)字第007195号

海口市国用(籍)第字J0570号

海口市国用(籍)第字J0572号

海口市国用(籍)第字J0568号

海口市国用（2013）第000356号

1999-08-0016号

闲置土地认定书文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40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4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2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6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7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3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1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5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78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19号

听证权利告知书文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55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32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34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30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9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33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28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31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79号

海土资存处字[2017]716号

海土资执字[2017]657号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11HN0189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海口市海甸二西路海房新村1-7
号停车位、正义路南玻公寓1-12号停车位。详见下表：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海房新村1-7号停车位

南玻公寓1-10、12号停车位
南玻公寓11号停车位

挂牌底价/第一年租金
均为1920元/年
均为1800元/年

1260元/年

保证金（元）
1100
1000
700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
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
站公告。

2、最高报价作为第一年租金标准价格，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
租金基础上递增6%。

3、本项目仅限对应小区业主报名。
4、公告期：2017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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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0
（杜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17日

全国重点网媒记者采访团走进东方

品味绝佳水果
点赞东方农业品牌创建

本报八所11月16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 刘丽萍）今天，“2017全国重点网络媒体
海南温暖之旅”采访团一行步入海南水果岛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果岛”）的东方板桥火
龙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在近距离参观完火龙果的

“成长历程”、品尝完软糯香甜的果实后，无不为东
方市打造的这一农业品牌“火红”新局面点赞。

“东方是种植火龙果的绝佳地理环境，这里生
产出的火龙果不仅品质好，口感极佳。”水果岛
CEO胥桂喜介绍，火龙果的经济价值高，除了观
赏性强、发展潜力大，最重要的是红心火龙果比一
般的白心火龙果市场价格要高得多。

除了火龙果，东方的凤梨、香薯、甜玉米等瓜果蔬
菜也是闻名遐迩，其中“东方香薯”更是香飘岛内
外。近几年，为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充分
调动农民朋友的生产积极性，东方市农业局积极引导
广大农户调整产业结构，并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经营模式，让贫困户入股合作社种植香薯。2017
年全市已种植香薯 6000多亩，每年销售香薯约
1500万斤，产品畅销至海口、三亚、哈尔滨、江苏、浙
江、上海等岛内外城市和地区，成为市场消费“新宠”。

近年来，在东方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以
打造品牌农业为切入点，以基地为载体、企业为主
体、生态安全为根本、标准化为基础，实施品牌农
业战略，围绕热带水果、冬季瓜菜、海洋渔业、畜牧
业、花卉产业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东方黄花梨、
火龙果、乳猪、香薯、菊花、甜玉米、凤梨、绿萝、黑
山羊、铁甲鱼干等“十大农业知名品牌”。

在农业品牌创建过程中，东方市委市政府着重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力度，建立健全农产品溯
源追踪查询系统，兴建标准化农业生产基地，要求
基地里生产的每一个农产品都必须贴上一个独一
无二的二维码，作为身份标识。消费者只要扫一扫
二维码就可以追踪该农产品从种植到产出的一系
列信息，进行全方位跟踪。2017年上半年，东方市
共检测各类农产品样品 11.84 万余个，合格率
99.54%；共检测整车出岛农产品2.25万余车，发放
出岛检测报告单2.25万余份，合格率100%。

原来经济收入主要靠农业

种植业有橡胶1106亩

槟榔993亩

养殖业有加脑鹅、豪猪、黑山羊等

琼海市会山镇加脑村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富民产业——

打造美丽乡村 助推精准脱贫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蜿蜒曲折的环山公路旁，迤逦的
万泉河、翠绿的青山；一幢幢或白，或
黄的苗族民居错落有致，一棵棵槟榔
傲然挺立，一条条村道整洁干净……
走进琼海市会山镇加脑村，一幅水墨
画似的新农村画卷徐徐铺开。

11月16日一早，加脑村陈秀兰
苗绣工作室负责人陈秀兰忙完地里
农活，就赶至店内，招呼来来往往的
客人。曾经也是贫困户的她，做梦也
没有想到，靠着优美的生态景观、浓
郁的苗家风情，也能走上致富路。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脑村
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经济收入主要
靠种植橡胶、槟榔，养殖猪、羊、鹅等。
用陈秀兰的话说：“当初我从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嫁过来时，家里兄弟姐妹都
不理解，怎么去那么穷的地方？”

加脑之变，始于2014年。会山镇
紧紧围绕琼海市委、市政府“打造田园
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战略，整
合资金1000万元，严格遵循“不砍树、

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的原则，
将“生态景观+苗家文化+乡村旅游”
的理念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五位一
体”建设总要求有机融合，因势入景，
成功打造了入口景观、苗族文化中心、
朋莱湾、沿河漫道、树神、鹊桥、苗家
乐、苗家客栈、竹园、民族团结舞台、金
地门长廊、登山慢道、苗家茶屋、苗家
钓鱼台等景观景点，不断丰富特色村
寨的文化内涵。

在硬件条件改善的同时，加脑村
村民的观念也在变化。苗胞们每年都
举行独具民族特色的“三月三”活动，
每月1日和15日都举行“旅游赶集日”
活动，将“洁、净、美”的新景观和浓郁
的民族风情集中呈现在游客的面前。

陈秀兰也借助政府的扶持，于
2014年在村口的苗族文化中心办起
个人苗绣工作室。“美丽乡村刚打造
的时候，游客还不多。现在，加脑村
名声在外，游客越来越多，生活越来
越好，我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
饭’。”陈秀兰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苗绣编织业以及发展种植业，她

一家今年的收入就有5万元，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

去年年底，陈秀兰家顺利脱贫。
眼下，陈秀兰将全村的苗绣能人集中
在一起，共同创业。她一面积极发动
村里的妇女加入自己的苗绣团队，一
面为她们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

这个苗绣团队，有两名是贫困
户。“她们做苗绣，我回收。一个人
一个月能挣1000元左右。能带动乡
亲们一起脱贫，我心里很高兴！”陈
秀兰说。

村民李家全和妻子看到美丽乡
村建设带来的商机后，在2015年 3
月，借了3万元，再贷款5万元，购置
了5张桌子和锅碗瓢盆，把自家的房
屋进行简单装修后，开起了“哖嗦苗家
乐”。“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络绎不
绝。现在我们一年收入至少有8万
元，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李家全说。

得益于苗家乐的红火，不少贫困
户，如梅家忠，每次上山劳作后，都会
采摘一些野菜卖给“哖嗦苗家乐”，给
家里添些收入。前些年还在为欠债

发愁的梅家忠，如今精气神十足：“以
前山货不知道卖去哪，现在在家门口
就可以卖了挣钱。村里的面貌越来
越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一定能
过上好日子！”

随着加脑村美丽乡村的打造，
“乡村游”“风情游”“自驾游”等悄然
兴起。如今，加脑村从无人问津的偏
远苗村变成宾客盈门的美丽乡村，村
民们告别了过去封闭式的农耕生活，
吃上了“旅游饭”。加脑村里涌现出
了越来越多类似陈秀兰、李家全的致
富能人，他们在脱贫致富的同时，也
为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并带动了一
些贫困户脱贫。

据统计，去年，加脑村人均年收入
达13595元，同比增长19.9%，是会山
镇人均年收入最高的自然村。今年上
半年，加脑村人均年收入就达7477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个百分点。

与过去不同，陈秀兰的兄弟姐妹
们空闲时，都喜欢到加脑村串门：“真
羡慕她，嫁到一个这么美的地方！”

（本报嘉积11月16日电）

本报三亚11月16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黄炬 冯谋瑞）海南三亚边
防支队在海南公安边防总队、三亚市
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4个月
的缜密侦查，成功捣毁一个以茶叶伪
装跨省贩毒的团伙，一举抓获10名
涉毒人员，缴获毒品冰毒2公斤。

今年5月初，三亚边防支队在办
理一起吸毒案件时，嫌疑人陈某手机

内关于“卖茶叶”的可疑短信内容，引
起了侦查员的注意。陈某称自己是
一名卖茶叶的微商，但在其居住的出
租屋内，侦查员在已经被开封的茶叶
袋内发现了冰毒。根据陈某提供的
信息，侦查员迅速锁定了一名外号为

“浪子”的嫌疑人。
此后，侦查员陆续掌握了该贩毒

团伙余某、谢某、吴某、“浪子”和“头
哥”的情况。该团伙核心成员分工明
确，以“头哥”为首，谢某负责将毒品从
广东运往海南，“浪子”、吴某负责销

售，余某负责接应、将毒品伪装成茶叶
包零散出手，作案手段十分隐蔽。

9月 15日，侦查员根据线索得
知，该团伙将于近期前往广东购买毒
品。考虑到该贩毒团伙涉案人员多、
情况复杂、跨省抓捕难度大等实际，
三亚公安边防支队立即将情况请示
报告给省公安厅，将该案设立为省督
办案件，及时抽调精干警力，成立案
件攻坚小组展开深入调查。

9月24日凌晨2时许，谢某和余
某出现在广东海安港附近某停车场外

围，随即被抓获。凌晨5时许，侦查员
在车辆副驾驶座的右侧车门内将嫌疑
人藏匿的2公斤毒品成功搜出。

随后第二、三、四组侦查员迅速
出击，分别在海口将犯罪嫌疑人吴
某、“浪子”成功抓获。从广东搭乘飞
机返回海南的“头哥”在海口美兰机
场被当场抓获。9月28日，侦查员前
往临高将林某、王某等5名下线成员
全部抓获归案。至此，这起以“头哥”
为首的“老乡会”跨省特大贩毒案成
功告破。

禁毒，我们在行动

一条短信牵出三亚一起跨省特大贩毒案
10人落网，缴毒2公斤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发现琼中之美”

征集活动引网友关注
活动主办方精选部分美文与读者共享

本报营根11月16日电（记者郭畅）自今年9
月28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联手海南报业集团开
展“发现琼中之美”大型征集活动以来，得到了广大
读者网友的支持。活动主办方精选了一些参赛美
文，供大家欣赏。近期，活动主办方还将组织开展多
场集体采风活动，带广大读者感受不一样的琼中。

活动主办方将在海南日报、海南日报新媒体、
南海网陆续刊登读者网友的优秀作品，广大读者
可以通过一张图、一段文字、一段视频的形式，分
享对琼中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新
感悟，期盼广大读者踊跃来稿，稿件发送至活动官
方邮箱：fxqzzm@qq.com。

以下为活动主办方精选的一篇参赛美文《我
家住在黎母山》（节选），与读者共享。

《我家住在黎母山》（节选）
永起（网络名）
我自幼生活在黎母山脚下，对这片土地有着

深厚的情感，它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看过了眼前
的云卷云舒。岁月流逝，我依然爱着这里的山，这
里的河，这里的人。

……
在青年时代，黎母山镇里的苗族女人，无论男

女老少，都会穿着苗族手工织绣的裙子，无论下地
劳动或是到乡镇赶集，都会光脚而行，小腿上扎着
漂亮的绑带。她们手腕上的银镯子和双耳挂戴着
的银耳环，大多是解放年代，外婆、母亲用自家山
货从汉族商人手里交换而来的。

千百年来，黎族苗族同胞在这里繁衍生息，大
家习惯了这里的慢生活，爱着眼前的绿水青山，而
如今，守护家园、绿色发展，成了大家在新时代下
共同的夙愿。

欢迎大家到黎母山游玩，到我的家中做客，这
座小镇将会给你留下别样美好的回忆。

发现琼中之美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田长锁 郭晓霞）日前，
由农工党海南省委会组织的“国际科
学与和平周”帮教义诊活动走进省美
兰监狱。来自省同和医院、省中医
院、省安宁医院的医疗专家团，为监
狱服刑人员提供义诊服务。

在帮教活动过程中，医疗专家针
对服刑人员的疾病，现场进行针灸、按
摩、开方等治疗，并细心解答他们的疑
问。此外，顽危犯转化一直是教育改
造的重点和难点，为进一步加大对患
有心理疾病服刑人员尤其是顽危犯的
教育转化力度，此次帮教还邀请了省

安宁医院的专家对顽危犯进行心理咨
询，通过心理干预，帮助服刑人员减轻
改造压力，积极参与监狱的教育改造
工作，有效提升改造质量。

服刑人员符某表示，社会帮教义
诊让我们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而
是给了我们改造向上的机会，今后一

定身体力行，积极改造。
省美兰监狱负责人表示，在教育

改造中，社会力量是提高教育改造质
量的一种有效手段，监狱今后将着眼
社会帮教长效机制的建立，使社会帮
教更加贴近教育改造实际，不断提升
教育改造质量。

帮教义诊活动走进高墙 助力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加脑村
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会山镇

万泉河上游东岸 距市区45公里

全村共有123户，613人

是海南独有的纯苗族村

优美的生态景观
浓郁的苗家风情
独特的旅游资源

加脑村
依山傍水

拥有

近年来，加脑村乡村旅游发
展势头良好，有效实现了农旅融
合、产业融合、特色文化融合。
2015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1340
元，同比增长 45.3%。2014 年加
脑村获评琼海市最有特色村寨，
2015年获评“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2016年，加脑村获评“海南
省五星级美丽乡村”。

在琼海会山镇加脑村，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加强欢乐节
公共交通保障工作
将增加两条公交专线至
会展中心主会场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郭
萃）为做好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海口主会场活动公共交
通保障工作，海口市公交集团将于11
月18日开通2条公交专线，方便市民
免费乘坐专线车去往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主会场，同时将加大常规公交发班
密度，途经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所配
置的运力全部投入运营。

据了解，11月17日至11月19日
期间，海口将加大常规公交发班密度。
活动期间，途经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公交
线路所配置的运力将全部投入运营。

11月18日当天，海口市公交集
团将开通2条公交专线，以方便市民
免费乘坐专线车去往会展中心主会
场。其中，公交专线1线路走向为海
大北门至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公交专
线2线路走向为省图书馆至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两条专线首班时间均为
7：30；返程发车地点为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公交站，末班时间为17：30，发班
间隔为20至30分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