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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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符丹丹）近日，省质监局
稽查总队分组对三亚、陵水、万宁、琼
海、乐东、东方等沿海市县的混凝土搅
拌站进行拉网式执法检查，共检查了
35家搅拌站，主要针对建筑用砂的氯
化物含量和含泥量超标（掺海沙和不
合格河沙）违法行为进行检查，重点打
击使用海沙充当生产原料生产商品混
凝土的违法行为。

检查结果发现，三亚4家搅拌站、
陵水2家搅拌站、万宁4家搅拌站以

及乐东1家搅拌站使用的建筑用砂存
在大量贝壳或者颜色较暗沉及沙粒较
细，涉嫌使用违规原料充当建筑用砂
原料。目前，这些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进行不定时、不定点的随机检查
行动，对生产领域的违规违法行为保
持高压态势。

今年以来，省质监局贯彻落实国
家质检总局《2017年执法打假工作要
点》及省委、省政府要求，积极开展“质
检利剑”行动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专项行
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1035人次，检查
企业5382家，查办建材、特种设备产
品等案件238宗，移送公安机关1宗，
罚没款193万元，查办案件数量同期
相比增长19%。

在“质检利剑”与“双打”行动中，省
质监局组织开展农资、建材、电器产品、
预拌混凝土行业等专项执法检查，并联
合省政府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
粮食、消防、校服产品、旅游市场、“去产
能”等专项执法检查，积极发挥质监职

能，深挖细查质量违法案件线索，重拳
打击危害群众生命财产的质量不合格
案件。省质监系统还对部分电线电缆、
中低压配电柜产品不合格生产单位进
行立案调查，对我省11家电线电缆生
产企业、25家中低电压柜生产企业进
行产品抽查，对5家中低压配电柜产品
检测不合格企业进行立案调查。

为确保工程质量，深入开展建材
产品打假，尤其在海口出现“瘦身钢
筋”事件后，省质监局加大对钢材产
品的执法打假力度，在全省生产、销

售及项目工地进行全面排查，做到全
覆盖，不留死角；对商品混凝土用砂，
建筑用砖也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确
保工程项目质量安全，促进工程质量
提升。

同时，省质监局还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隐患排查，立案查处了13家电梯
使用单位和13家电梯公司，对海南珠
江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不按要求对电梯
维保致使所管辖电梯出现重大安全隐
患问题进行通报，将其列入电梯“黑名
单”单位进行重点监管。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苏隐墨）记者今天从三亚
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获悉，自今年11
月2日三亚启用电子警察抓拍“斑马
线前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系统以来，
已有2000多名驾驶员被扣分罚款。

11月2日7时35分，一辆车牌号
为琼AZP××1的黄色本田轿车行驶

至三亚临春岭森林公园附近的斑马线
时，一名女士正行走在中央绿化隔离
带的斑马线上，该车主未减速让行，而
是直接驶过。这一幕，被监控设备全
程抓拍。据了解，该车是三亚市第一
辆因不礼让行人而被罚的车辆。

据悉，自11月2日起，三亚通过
采取增设电子警察、现有电子警察系

统增设“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摄
录功能，加大对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
违法治理力度，驾驶人不礼让斑马线
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受到记3分、罚
款100元的处罚。

三亚市交警支队科技组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三亚仅在凤凰路临
春岭森林公园附近的斑马线周围安

装抓拍不礼让斑马线的系统，今后还
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在重点路
段、路口安装一批机动车违法通行人
行横道自动抓拍系统，并将加大现场
执法和劝导力度。同时，三亚交警提
醒，行人切勿随意横穿马路，过马路
时要走斑马线，并且不要在斑马线上
逗留。

东线高速琼海段
连发3起交通事故
造成2人死亡

本报嘉积12月21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
樊骁 冼才华）今天5时至5时40分左右，在海南
环岛高速琼海段海口往三亚方向75公里至77公
里处发生3起交通事故，造成2人先后因抢救无
效死亡和4人受伤，12辆车不同程度受损。

今天5时15分许，环岛高速琼海段发生车
祸。5时30分，琼海消防官兵到达现场，经初步
勘察，现场有一辆货车侧翻，引发随后路段发生3
起追尾事故，其中两辆货车、一辆水泥罐车追尾，
水泥罐车内两名男子被困。其中一名被困司机被
抬出时，经医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

就在该起事故处置过程中，琼海消防嘉积中
队接到指挥中心调度，令其前往距离第一事故现
场150米处的第二起两辆大货车追尾事故现场进
行处置。消防官兵于6时04分到达第二起事故
现场，经勘查现场无人员被困，随即出一支水枪将
地面上的汽油稀释，防止发生二次灾害。在确认
现场无爆炸危险情况后，消防官兵赶赴下一起事
故现场进行处置。

6时27分，嘉积消防中队官兵到达第三起事
故现场后，经过现场侦查得知：是一辆装满沥青的
槽罐车追尾撞上一辆小轿车后，受冲击力的影响，
小轿车再次与前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货车发生追
尾，造成3车相撞事故。9时8分，消防官兵成功将
被困人员抬出，但其中小轿车司机不幸死亡。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海口发布冬至出行提示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袁涛）12月22日冬至恰逢周
五，海口部分市民祭扫出行与周五进出城高峰叠
加，局部道路交通流量增大。今天下午，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交通出行提示。

海口交警部门预计，国兴大道、琼州大桥12
月22日上午出城流量大，当天下午进城流量大，
建议进出城驾驶人择道绕行，国兴大道、琼州大桥
北片区驾驶人可取道海甸岛、新东大桥往东行驶
前往琼山大道或白驹大道进出城，国兴大道、琼州
大桥南片区驾驶人可取道椰海大道、海瑞大桥前
往琼山大道、白驹大道进出城。

如当天国兴大道交通流量大，可选择以下道
路绕行：西沙路→万华路→蓝天路进入国兴大道
北片区；龙昆南路→红城湖路（道客路）→环湖路
进入国兴大道南片区。

鉴于周五晚高峰进城流量大，车多缓行的情
况，海口交警建议22日（周五）出城冬至祭扫市
民，如条件允许，23日（周六）返回海口市区，避免
与周五晚高峰进城车流叠加，造成个人出行不便。

海口交警请广大驾驶人注意查看整点路况信
息，留意广播实时播报的路况，避开车流量大的路
段，减少交通出行不便。

临高警方向失主
发还14辆被盗汽车

本报临城12月21日电（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毛志君 黄柏森）今年5
月，临高警方一举侦破系列机动车盗
窃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破案
40宗。破案后，办案民警历时半年
辗转于临高、屯昌等地展开追赃工
作，目前追回被盗汽车14辆，挽回经
济损失69.9万元。今天上午，14名
车主带着相关证件，领回了自己的被
盗车辆。

2016年底至2017年初，临高先
后发生多起汽车盗窃案件。办案民警
很快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
学、李某鑫等3人。经突审，李某学、
李某鑫均交待了其个人或伙同他人盗
窃汽车40辆的违法犯罪事实。

专案组民警辗转奔波找到买赃车
的人，追回了14辆被盗汽车。

捡到车钥匙
起贪念盗走汽车
一男子获刑4年7个月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临高男子
李某无意间捡到一把车钥匙，起了贪
念的他找到停在路边的小轿车并盗
走。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
院获悉，近日该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有
期徒刑4年7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据了解，今年8月6日8时许，李
某在租住的海口市龙华区某村一楼门
口处捡到一把别克车钥匙。8月8日
2时许，李某使用捡来车钥匙的遥控
装置，找到停放在海口市龙华区某村
的一辆别克小轿车，随后将该车藏匿。

8月16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
构成盗窃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我省开展“质检利剑”和“双打”行动，查办案件238宗

11家搅拌站涉嫌用违规原料被查

三亚加大对“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行为的治理力度

40天2000余司机被扣分罚款

“孩子们，我们美丽的海南在哪里？”12月21日，在琼海市会山镇加略小学，教师李少萍和志愿者一起，给孩子们上了一节
生动的地理课。当天上午，安利志愿者为加略小学的孩子们送去电脑、书籍、地图等教学物品。

据了解，加略小学是一所苗族乡村小学，从琼海市区到加略小学有近70公里的山路，是琼海地理位置最为偏僻、条件最为
简陋的乡村小学之一。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王兆颖 摄

给山区孩子
送去温暖

广告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三亚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旭诚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

整。2017年6月21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三亚中院”）作出（2017）琼02

破申5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对旭诚公司

的重整申请。2017年 8月7日，三亚中院

依法指定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担任本重整

案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秉持“依法、规范、公

平、高效”的原则，有序地开展各项重整工

作。管理人在工作过程中发现：部分不明身

份人员打着“旭城公司”、“复工”等幌子，非法

抢占“森林半岛”项目现场、对外签订合同并

非法组织施工。

为维护司法权威，确保本重整案顺利进

行，避免相关单位及个人因不法行为而遭受

损失，特公告如下：

一、“旭城森林半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重整债务人旭诚公司绝非同一法人实体，

两公司在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及法律地位上

均无关系。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未经人民法院或债权人会议同意，任何

人均无权处分债务人财产。三亚中院或债权

人会议目前尚未作出对“森林半岛”项目复工

建设的决定。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重整债务人旭诚公司的财产依法应由

管理人接管、管理。管理人履行职责至今，从

未授权或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进入“森林半

岛”项目现场并组织施工。

四、对旭诚公司进行重整是人民法院依

法挽救困境企业的司法行为，严禁任何单位

或个人以任何形式阻碍重整工作顺利开展，

对假借重整债务人之名混淆视听、对外签订

合同、对破产财产进行违法处分的行为均将

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重整案存在

意见或建议的，均可向三亚中院或管理人提

出；向人民法院或管理人以外的其他机构或

个人不当行使权利、处分权益的（包括但不

限于签订合同、支付款项等），法律后果依法

自负。

特此公告

公 告

三亚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017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大清相国》
——大型原创历史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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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出时间：2017年12月28日、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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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3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3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7年12月25日至29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
海南中服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
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
处置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参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止，如有意向请以

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符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68313
电子邮件：fu.jx@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邓先生0898-68568245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交通银行大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7年12月21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处置资产处置公告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7年11月13日 单位：美元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海南中
服进出
口有限
公司

本金

2,323,406.09

利息

433716.8

垫付
费用

0

担保
方式

抵押

其中
保证情况

王 强
张国华

查封情况
1、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北路8号一区4号楼4层1门401号；2、朝
阳区育慧北路8号一区4号楼2门403号；3、北京市朝阳区十八
里店乡周庄山水文园7号楼1-301号；4、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
9、10 号楼 17 层 A 座 2 区 1702 号；5、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 9、10
号楼 17 层 A 座 2 区 1703 号；6、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 9、10 号楼
17层A座2区1705号；7、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海口财富广场
写字楼 19-B；8、海口市世贸东路 2 号世贸雅苑 H 座 6D 房；9、
海口市世纪大道3号世纪海岸4号楼纳海阁B单元3层301房。

抵押情况
位于天津市河西
区围堤道健强里
40- 303- 305 房
产，房地产权证
号 ：津 字 第
103021308109
号 ，面 积 107.52
平米，住宅用房

所在地

天津市

12月18日，交通银行携手万科、绿地、碧桂园等26家房地
产企业和广州市住房租赁协会等5个住房租赁平台在广州举
办“住房租赁高峰论坛”。会上，交行广东省分行与多家房企及住
房租赁平台签署住房租赁战略合作协议，给予了包括万科、保利和
佛山市建鑫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在内的签约主体合计超过1500亿
元意向性授信额度，专项用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业务发展。

本次论坛和签约会的举办，践行国有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责任义务的最新举措，亦是交行全面进军住房租
赁市场的重要标志，再掀住房租赁银政企合作新高潮。

据了解，此前，交行已经以广东为试点，为佛山市建鑫住房
租赁有限公司提供20年期融资支持，实现广东地区银行业第一
笔住房租赁支持融资落地，为破解住房租赁融资瓶颈、探索共赢
市场格局给出了交行方案。交行广东省分行周宝志行长在致辞
中表示，在住房租赁领域，交行已推出从融资支持、平台建设、个
人住房租赁、咨询服务等“全链条覆盖、全产品配套、整合平台支
撑”的金融服务，并通过建立“团队制+项目制”的方式逐一满足政

府和企业的特色需求，扎实推动项目落地、着力培育住房市场。
会上，佛山市住建局相关领导对交通银行在住房租赁领域

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此次高峰论坛活动，交行还邀请原中国社
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史相关领导，为与会人员解读广东省
及省内热点地区住房租赁政策。同时，交行总行公司部房地产业
务专家，也详尽介绍了交行住房租赁特色金融服务方案。

出席本次签约的房地产企业有：万科、碧桂园、保利、雅居
乐、凯德、金科、时代、合景、金融街、宝能、越秀集团、珠江实业、
格力、佳兆业、仁恒、珠海中珠、君华、新力、中惠熙元。政府、平
台类企业有：广州市住房租赁协会、佛山市建鑫住房租赁有限
公司、广州市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

住房租赁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是交行在住房租赁市场银政
企合作的重要举措，与众多机构成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有助于
进一步深化交行与各机构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交行将以本
次签约为起点，持续提升住房租赁市场综合化、精细化金融服
务水平，以更优质的服务回馈客户、回报社会。

“百年交行 融住安居”

交通银行全面进入住房租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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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营西联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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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截断返贫路 信贷支持打开致富路

保险为贫困户实现“大兜底”

为资本讲述海南美丽乡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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