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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海关委托，本公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

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
sony数码相机1台，sory摄像机1台，联想笔记本电脑1台，苹果

手机2部，洗脸仪1件，防晕器10个，通讯配件6件，空气抽湿机2台，
琥珀10块，铁架12件。竞买保证金每项1000元。

以上标的将进行二次拍卖，如第一次拍卖未成交，则进行第二次
拍卖。第一次拍卖时间：2018年1月5日10时至2018年1月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时间：2018年 1月 15日 10时至
2018年1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
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
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
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陆海口海关网址查询。

标的展示：2018年1月3、4日和1月10、11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在海口海关私货仓库，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

约，并预留身份证复印件备案。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53060，13005084060吴先生
公司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工程办公楼7楼
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2

我公司定于2018年1月12日召开临时股东会，现将本次会议议
题及基本情况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和主持人: 黄汉林(监事)；2、会议时间：2018年1月12

日上午9:30；3、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55号交通大厦8
楼第一会议室；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表决；5、出席对

象：全体股东。
二、会议议题
特别决议案：关于公司处置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博兴石材场上设

备设施的议案。
三、其他事项
1、联系人：何欣；2、联系电话：13876303985;3、传真：66552619

琼海博兴石材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全省公安2000警力
突击夜查消防安全
临时查封12家 停产停业5家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12月25日20时，全
省公安机关近2000名警力，分466个
检查组，对全省夜间营业的大型商场
超市、宾馆饭店、公共娱乐、酒吧、
KTV、夜总会等场所开展了消防突击
检查行动。

夜查前，省公安厅专门召开会
议，对全省公安机关消防安全夜查
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各地检查组
以“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方式，
对各类场所消防安全器材配置、消
防控制室管理、应急照明灯配备、安
全出口通道及防火设置等内容进行

“一对一”“点对点”检查，并对场所
室内安装的烟感报警系统、消防栓、
消控室自动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进
行了检测。

当晚的夜查行动从20时一直持
续到24时，共检查单位2231家，发现
隐患1237处，督促整改779处，依法
临时查封12家，责令停产停业和停止
使用单位5家，拘留2人，切实查处了
一批危害公共安全的消防违法行为，
消除了一批影响消防安全形势的火灾
隐患。

第15届海南国际车展
明年3月举办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杨艺华）第15
届海南国际车展将于2018年3月22日至25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悉，本届车展预计
展出面积达7万平方米，展览范围涵盖乘用车、商
用车、新能源汽车等汽车工业相关产品，参展汽车
品牌近百家，覆盖海南汽车市场销售品牌的96%
以上。

本届车展还将带来广汽丰田全新第八代凯美
瑞、旗舰级豪华轿车全新雷克萨斯LS、雷诺限量
版科雷傲等10余款新车首发。为方便广大车商、
观众，2018海南国际车展还将首次采用现场管理
系统，在展前通过电子信息录入，实时统计汇总观
展及销售数据。

从展前推广到展会期间，2018海南国际车展
预计举行各类活动十余场。从线上活动到车展现
场汽车专业论坛，各类型汽车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还将同步举办“汽车DIY音响改装大赛”、第六届

“海南国际车展新思维车模大赛”等活动。
第15届海南国际车展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主办，海口市会展局协办，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海南共好国际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和海
南洋浦共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本报营根12月27日电（记者
邵长春 袁宇）26日下午，随着琼中
境内加叉5号大桥最后一片箱梁架
设完成，中线高速琼中至五指山至
乐东段主线实现全线贯通，施工车
辆可往来行驶，为即将展开的全线
路面摊铺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了解，琼中至乐东高速全长
129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双向
四车道，总投资117亿元，穿越中部
的琼中、五指山和乐东三市县。

项目于去年3月全线动工后，
在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的指导下，参建单位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全天候施工，仅用1年9个月的时
间，就完成了全线近百座桥梁架设。
特别是针对中部山区雨水多、土质松
软等特点，设计、代建、施工等参建单
位，采取新技术、新工艺对部分路段实
施土质改良，确保了工程质量。

据介绍，目前琼乐高速各标段

已陆续进入路面施工阶段，明年3月
起，琼乐高速全线将转入三层柏油路
面摊铺，力争明年早日实现通车。作
为我省“丰”字型高速公路网竖线的
下半段，琼乐高速建成后，将极大改
善我省中部市县交通条件，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琼乐高速主线全线贯通
明年将通车

本报那大12月27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罗凤灵）因担心自家橡
胶地的5株野生黄花梨树被他人抢
走，昌江黎族自治县符某向、符某永
兄弟俩，擅自采挖花梨树并移植到自
家菜园，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触犯
了法律。近日，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一
审均判处符某向、符某永有期徒刑2
年，缓刑3年，并各处罚金1000元。

2000年，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
号召退耕还林。符某春和2个被告
人的父亲符某用先后在村子东北面
山坡开垦荒地种植橡胶树，开荒时两
家在橡胶林地的交界处发现了5株
野生花梨树。按照当地习俗，在谁的
地界或者谁先发现花梨树就是谁的，
所以两家都认为是自家先发现的，并
一直为这5株花梨树发生争执。

符某向担心符某春要抢自家橡
胶地那5株花梨树，且怕被人偷走，
遂产生了将5株花梨树挖回家种的
想法。2016年9月9日上午，符某向
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邀约哥哥符某永等人，携带铁铲、锄
头、手锯等工具来到自家橡胶林山坡
上，将位于橡胶林行带间的5株野生
黄花梨树进行采挖，尔后将部分树干
进行截枝，移植到自家菜园内。

2016年底，符某春发现自家橡胶
林边上的5株花梨树被挖走，并种植
在符某向的菜园内，遂向当地公安派
出所报案。2017年3月8日、9日，符
某向、符某永分别向公安机关投案。

2017年4月13日，昌江黎族自
治县森林公安局将5株黄花梨树扣
押，并根据县林业局的委托重新选址
种植管理。经鉴定，采挖现场树穴内

遗留的树根及采挖移植的5株树木
树种，均为海南黄花梨，野生海南黄
花梨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5株
黄花梨树的立木蓄积量为0.1821立
方米，价值为7800元。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符某向、符某永违反国家
规定，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野生的海南黄花梨5株，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罪。鉴于二人犯罪后自动归
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
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由于犯罪情
节较轻，均已主动缴纳罚金，确有认
罪悔罪表现，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
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遂作出
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符某向、符某永表
示服判，不上诉。

据该案主审法官介绍，违反国家
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
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
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
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
其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法官提醒，非法采伐1株野生黄
花梨树将被刑事追责。非法采伐珍
贵树木2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
致使珍贵树木死亡3株以上的，非法
采伐珍贵树木2立方米以上的，为首
组织、策划、指挥非法采伐或者毁坏
珍贵树木的，均属于“情节严重”。希
望全社会自觉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海
南的绿水青山，为推进海南生态文明
建设增绿护蓝。

擅自移植野生黄花梨 昌江两兄弟获刑
法官提醒：擅自移植野生黄花梨将负刑事责任

元旦小长假美食游吸睛

15家景区
推出42项优惠措施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谢琛）元旦假期临近，记者了解到，元旦小长假前
后，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陵水南湾猴岛生态旅
游区等15家旅游景区将推出本省居民免门票、线
上抢购优惠套餐等42项优惠措施，让游客尽享假
日欢乐。

假日期间，我省旅游活动缤纷多彩。2017
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12
月30日在三亚美丽之冠闭幕，同期开启第三届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游客不仅可以在博
览会现场大快朵颐，还能购买到各具特色的旅
游美食伴手礼。此外，旅游美食博览会期间举
办的国际美食新品推介招商会、中华老字号集
体展示和中国·海南国际美食大赛等活动，让游
客能亲身体验传统美食文化魅力，近距离观赏
全球名厨对决。同时，海口、三亚、儋州、澄迈等
市县将举办“鼓”舞火山中国风迎新年、喜迎双
旦乐享海野、2017首届中国（银川·儋州）城际
旅游博览会、永庆寺祈福法会等迎新活动，与游
客共享新年喜悦。

本报海口 12月 27日讯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刘碧波）记者今天
从省国家税务局了解到，根据财政
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和
科技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免征新能
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公告指出，对免征车辆购置税
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发布《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实施管理。2017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已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

车，对其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继
续有效。

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条件会
适时调整，具体《目录》可登录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进
行查询。

此外，省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

征收管理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1.6升及以
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
规定，自2017年 1月 1日起至12月
31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
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
置税。

省国家税务局提醒广大车主，是
否享受小排量汽车减税税率是以“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有效凭证的开
具日期确定，凡2017年12月31日以
前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
《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均可享受车购
税优惠政策。

2020年底前新能源车继续免征购置税

本报万城12月27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张璐）在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等部门的支持和协调指导下，继本月22日海南G98东线环岛
高速公路-万洋高速后安枢纽施工交通管制段海口至三亚方向顺利通车后，三亚至海口方向也于26日顺利通车。至此，G98-万洋后安管制段全面恢复
正常通车。据了解，后安枢纽互通是万洋高速起点，主要为高速公路路网交通量转换而设置，互通海口-三亚-洋浦三个方向来往的车辆，采取半直连式
T型立交设计，立交内的B、C匝道横跨海南G98环岛高速公路。

目前，后安枢纽互通式立交桥的B、C匝道桥的跨G98东线环岛高速公路段的现浇桥主体及两侧墙式护栏均已完成施工。原G98-万洋后安管制段
的路面、中分带、防撞栏均已完成恢复、清理工作。

据介绍，G98-万洋后安管制段的通车，不仅大大缓解了元旦、春节等节假日期间交通压力，还可以边施工边通行，互不干扰，同时也标志着万洋高速
与G98东线高速的连接施工进入新的节点，施工效率大大提高。

G98-万洋高速后安管制段恢复正常通车

海口发布
元旦交通出行提示
建议市民错峰出行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
2017年 12月 30日至 2018年 1月 1
日为元旦三天小长假，市民休闲购物
和出城活动人数增多，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预计节前出城道路、节中商
业区域局部路段交通流量将会增加，
提前发布交通出行提示，方便市民做
好出行安排。

海口交警根据往年规律，预计12
月29日（周五）16：30—19：00学生放
假离校、上班族下班、进出城交通集中
叠加，届时市区世纪大桥→龙昆北路
→南大桥→龙昆南路→迎宾大道双
向、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双向、滨海大
道、海府路→琼州大道等进出市区主
干道交通流量集中，通行缓慢。请广
大驾驶员及时掌握路况信息，尽可能
错开高峰时段（12月 29日 16：30—
19：00、12月 30日 8：30—10：00）驾
车进出城。

如以上道路流量大，可从以下
道路到滨江路进出城：文明东路、
海府一横路延长线、美祥东路、美
祥横路。G98绕城高速龙桥互通施
工，前往东线高速的车辆可选择迎
宾大道→羊山大道→惠农路→龙
桥服务区进入东线高速或走G223
国 道 从 定 安 县黄竹 镇 上 东 线 高
速。市区前往西线高速的车辆可
选择滨海大道西延线或南海大道
绕行至海榆西线（225国道）从白莲
互通上西线高速。

为减轻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匝道
西往东压力，请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去
龙昆北车辆，下金垦匝道→海秀中路
→南大桥→龙昆北路；请龙昆南南往
西前往海秀快速路车辆，上南大桥→
海秀中路—海南军区匝道→海秀快
速路。

元旦期间，海榆中线万达广场周
边路段车流量较大，请途经海榆中线
车辆绕行永万东路、金福路前往南海
大道和椰海大道，如需前往万达广
场，请将车辆停放在周边停车场后步
行前往。

海南省恩施商会
在海口成立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
海南省恩施商会在海口成立，据了解，这是全国第
9个异地恩施商会。来自全国8个异地商会的代
表，在琼恩施籍各界人士、嘉宾总计近500人出席
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上，酣途旅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欲与恩施州政府达成全域旅游推介战略合作
框架（意向）协议，应邀出席会议的恩施州民宿生
态旅游协会与新成立的海南省恩施商会结成战略
合作联盟。会上号召在琼恩施企业家、在琼企业
一定要好好发展，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也要常
回家看看，助家乡致富。

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海南高峰论坛举行

海南成立
大数据产业联盟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陈颖）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海南高峰论坛今
天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南省大数据产业联盟正
式成立，超过200家企业加入，将不断推动我省大
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本次论坛是“2017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
主要活动之一，由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市
政府、澄迈县政府共同主办，海创空间·海南数据
谷、科大讯飞联合承办，来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领域的500名嘉宾出席论坛。

会上，在省工信厅指导下，由海南数据谷发起
的海南省大数据产业联盟正式成立，超过200家
企业加入，其中不乏科大讯飞、海航科技、华为、国
脉集团、浪潮、百分点、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等知
名企业、机构加入联盟。

据悉，联盟的成立，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更是未来我省大
数据产业建设的重要支点，将不断推动海南大数
据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2月27日，俯瞰海南G98东线环岛高速公路-万洋高速后安枢纽施工交通管制段，车辆顺利通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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