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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金驹矿产公司：

你公司于1998年10月22日取得位于泮水乡石砪湖的土地面

积为560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土地的用途为岩

石制品，土地证号为海国用（98）字第1112号。由于你公司取得土

地后一直未动工建设，也未办理规划及施工报建手续，已构成土地

闲置，闲置时间已超过两年。现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

第二款及《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

如下决定：

一、无偿收回你公司名下位于泮水乡石砪湖的土地面积为

5606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注销海国用（98）字第1112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二、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到琼海市国土资

源局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并交回海国用（98）字第

11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

法向海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复议又不起

诉，也不履行行政处罚的，我市将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八条

的规定直接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或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关于《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海
南金驹矿产公司名下海国用（98）字第
1112 号土地使用权决定》的公告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琼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1月23日

琼海市经济发展总公司：

你公司于1992年7月3日取得位于琼海市嘉积镇蚊鬼坡的

土地面积为381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土地的用

途为海参加工厂用地，土地证号为海国用（93）第240号。由于你

公司取得土地后一直未动工建设，已构成土地闲置且闲置时间超

过两年。现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及《海南省

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决定：

一、无偿收回你公司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蚊鬼坡的土地面

积为381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注销海国用（93）第

24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二、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到琼海市国土

资源局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并交回海国用（93）第

24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依法向海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

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履行行政处罚的，我市将根据《闲置土地处

置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直接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和土地权利证书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关于《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琼
海市经济发展总公司名下海国用（93）
第 240 号土地使用权决定》的公告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琼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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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罗泰发 符才丽

今天7时50分，一辆深灰色小车
驶进位于东方市八所镇滨海北路的东
方医院，小车刚停稳，坐在后座的马秀
清就拉开车门下车，她快步走上二楼
妇产科，动作利落地穿好白大褂，随后
就带着当班医生与护士逐个查房。对
于几位重症孕产妇，药剂、药量、护理
等多个关键细节，她也不忘一一嘱咐
临床医师。

“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子宫内膜外翻的复位手法。”临近9
时，马秀清整理好病房巡查记录，顾不
得休息片刻，趁着手术前半小时的间
隙，又把几位年轻医生拉到一旁的宣
教室，逐一分解复位手法要领，还不时

手把手地矫正个别年轻医生的手法。
在同事眼里，每当遇到重症病人抢救
时，无论是周末，或是深夜，马秀清总
是二话不说，说到就到，一场重症手术
动辄数个小时，可她总是与年轻医生
们坚持到手术结束的最后一刻；大家
担心她年纪大了会累着，总是想劝劝
她多歇息一会，可她总是微笑婉拒这
番好意：“放心，我眼睛好使手脚也利
索，上手术台稳着呢！”

马秀清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203
医院（三甲）妇产科主任。自2014年
起，已退休的她与老伴来到东方市颐
养天年。去年3月，她在参加东方市委
组织部召开的“新东方人”人才座谈会
时，被东方市引进候鸟型人才的真诚
和热忱打动了，第二天她就递交了人

才申请表，后被推荐至东方医院担任
妇产科业务主任。“马教授医技十分精
湛，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有责任心，在
病患那里口碑很好！”东方医院院长陈
兰介绍，马秀清自上岗那一刻起，就将
她多年的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东方医院，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帮
助该院妇产科逐步完善了教学查房、
岗位培训、疑难课堂讲解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此外，还组织开展大子宫肌瘤阴
式切除术、卵巢恶性肿瘤术中治疗、宫
腹腔镜等新业务新技术，也使得该院妇
产科危、急、重症治愈率及抢救成功率
明显提高。现今，每天都有病患慕名从
省内各市县远道而来找她就诊。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才工作放
到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对人才
工作进行了新定位、提出了新要求、明

确了新任务。”据东方市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积极引进候鸟
型“新东方人”人才是东方市推进人才
强市战略的一项具体措施，自2017年
正式启动该项工作以来，东方市共采
集建立起了近500名的“新东方人”人
才信息库，推荐了包括马秀清在内的
10多名高层次“新东方人”人才到各
行各业的重要岗位工作，如，分别聘任

“候鸟”人才到市水务局任技术顾问、
到市教育局任特聘顾问等，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东方人才资源总量不足，
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相对紧缺的问题。

东方“筑巢”，求才若渴。就在上
个月，东方市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人才
红利”，启动了2017年“候鸟型‘新东
方人’人才百日服务”活动，要求各社
区及生活小区以及“新东方人”人才之

家联络站等积极采集登记候鸟型人才
信息，在此基础上，全市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要及时汇总候鸟型“新东方人”人
才需求信息，并发布人才需求目录。
几乎同一时间，东方市正式印发《关于
充分发挥候鸟型“新东方人”人才作用
的意见》要求，全市各行业主管部门、
用人单位以“党支部+”的模式主动出
击，通过自荐、互荐等方式，鼓励候鸟
型“新东方人”人才积极参与扶贫开
发、医疗卫生服务、科技开发合作、文
化建设服务等事业，力争至2020年全
市使用候鸟型“新东方人”人才达到
600人左右。其中，候鸟型“新东方
人”高层次人才达到100人左右，东方
市也将全力保障候鸟型“新东方人”人
才工作经费及生活补贴等。

（本报八所1月22日电）

东方市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推进人才强市战略

让“候鸟”人才飞栖东方
迎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我省将清理整治
东线高速广告牌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成
和军）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从1月下旬至3
月份，省住建厅开展东线高速公路和重点部门高
杆广告专项整治，同时加强对东线高速、高铁、机
场等交通干道沿线区域的卫生环境整治，为今年
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营造优美整洁环境。

此次专项整治中，海口、三亚、琼海、万宁、定安、
陵水等6个市县，要针对高杆广告牌违法设置、画面
残缺、污渍、破损等问题，对东线高速公路沿线及海
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琼海博鳌机场周边可视
范围，以及博鳌、中原、潭门片区的高杆广告牌进行
专项整治，3月1日前必须全面拆除，整治到位。

我省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环境卫生服务保障也
已经开展，尤其是海口、三亚、琼海等重点市县，中
石化、中石油等重点单位，高速、高铁、机场及沿线
等重点区域，相关部门要立即部署，加强督促检
查，切实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营造优美整洁环境。

去年全省抢救
因火灾被困人员1477人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钟
坚）今日记者从省公安消防总队获悉，去年全省公
安消防部队共接警出动4759起，抢救被困人员
1477人，疏散被困人员3839人。

据了解，去年一年来，全省全年共检查单位
8.3万家，督改火灾隐患8.7万处，临时查封单位
676家，拘留104人，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影响消防
安全的突出问题，消防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同时，全省公安消防部队共接警出动4759起，
抢救被困人员1477人，疏散被困人员3839人，抢
救财产价值1.1亿元。先后成功处置了“2·28”海南
兴业再生资源汽车回收有限公司火灾、琼中“9·15”
激流救援、五指山“10·4”峡谷营救等任务。

霸王岭森警
破获8起涉林刑案
刑事拘留3人

本报石碌1月2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海青 陈俊言）日前，霸王岭林区森林公安局在开
展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涉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代号“飓风一号”）中，加强信息研判的同时，全面
梳理积案，集中力量侦破了非法出售、收购、猎捕
野生动物案件5起，非法持有枪支案件2起，滥伐
林木案件1起，刑事拘留3人，规劝投案自首3人，
专项打击取得阶段性成效。

1月15日，根据线索，霸王岭林区森林公安
局民警在昌江王下乡大炎村委会老村调查到，1
月12日下午，该村符某强携带13个铁夹非法进
入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加大岭林地放夹狩
猎，后将狩猎到的野生动物及铁夹带回家中藏
匿。目前，犯罪嫌疑人符某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去年12月18日，根据群众举报，霸王岭林区
森林公安局民警调查到，王下乡的张某公向吉某
强及其他二人收购猕猴和果子狸、松鼠。目前，涉
嫌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公已主动
投案，非法出售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吉某强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月16日晚，民警在三亚市将日前涉嫌非法
狩猎、非法持有枪支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吉某平抓
获。此外，涉嫌非法持有枪支进入霸王岭重点公
益林区非法狩猎的刘某，以及擅自进入霸王岭林
业局天保工程重点管护区乌列林场林段滥伐林木
的杨某等二人，分别于2017年12月11日、2018
年1月8日向森林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钟玲）近日，网传驾驶人年满60周
岁，要办理驾驶证强制降级，不少海

口市民表示疑惑。针对这一传言，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表示，持有C1
驾驶证（不含C1）以上车型的驾驶
人，年龄达到60周岁（以身份证上的
出生年月为准），需要自行到公安交
管部门办理强制降级业务。

据介绍，提前申请降级的驾驶
人，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驾驶证及3张小1寸白底相片,到
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直接申请
降级。但需要注意的是，驾驶人超过
60周岁再申请降级的，除了需要携带
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交体检表。

据了解，对于持有C1以上车型
驾驶证，只要驾驶人年满60周岁，无
论是否已办理驾驶证降级，都不允许

再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
有轨电车等车型。对于未及时办理
驾驶证降级，仍驾驶以上车型上路行
驶的驾驶人，将会被交警部门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的规定，
处以罚款1000元处罚，记12分，可
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网传年满60岁驾驶证要降级

交警：持C1以上驾照且年满60岁需办降级

近日，在省军区幼儿园，孩子们
在户外植物迷宫玩“寻宝”游戏。

据了解，这是海口幼儿园植物
迷宫，占地350平方米，约500棵
垂叶榕组成，呈巨型扇形，由该幼儿
园园丁修剪而成。每天，幼儿园老
师通过设计不同主题的趣味户外迷
宫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分
析、判断和总结问题，并激发幼儿勇
于尝试、探索和挑战的精神。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幼儿园植物迷宫：

让孩子在大自然中
“深呼吸”

本报海口 1 月 22 日讯 （记者
计思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科学技术
工业信息化局了解到，“椰城市民云”
APP已升级至1.2版本，新版本新增
上线单位4家，新增菜价走势、船票
购买、摩拜单车、滴滴打车等14项便
民服务。

据了解，这一版本功能进一步完
善和加强，服务项目再次增加，对接
单位达到38家，提供118项公共服

务。其中，包括新增海口市国税局、
海口市物价局、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
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4家上线
单位。增加港航船票购票、国税办税
点列表、国税大厅排队情况查询、菜
价走势排名、排污许可证查询、环境
违法案件查询、环评审批公示、摩拜
扫码用车和用车充值、滴滴出租车、
滴滴网约车、滴滴代驾、工银e缴费、
公交实时到站等14项公共服务。由

于零售药店服务数据非实时更新，经
讨论决定，零售药店服务暂时下线。

以摩拜单车服务为例，打开升级
后的“椰城市民云”可以直接通过页
面上“摩拜单车”入口，查找、预约和
使用身边的摩拜单车，无需再次下载
摩拜应用软件。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解决市民
出行问题，“椰城市民云”将“滴滴出
行”服务接入“椰城市民云”，市民可直

接在“椰城市民云”交通旅游版块的
“滴滴出行”呼叫快车、专车、代驾、出
租车，无需再次下载滴滴出行APP。

新增公共服务项目的同时，“椰
城市民云”也在不断地对已上线的公
共服务进行优化，在省工信厅、省住
房公积金管理局、市人社局、市交警
支队的大力支持下，公积金、社保、驾
照、行驶证、车辆违法5项查询服务
实现了全省实时数据共享。

“椰城市民云”升级至1.2版本
新增摩拜单车、滴滴出行等14项便民服务

海口网约车驾考
通过率大幅提高
从10%上升到62%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郭
萃 实习生洪雨）记者今日从海口市交
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悉，海口市网
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题库经过优
化后，考试通过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从
原来的10%提高至目前的62%。

据了解，为积极推进深化出租汽
车行业改革政策落地实施，促进解决
当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
考试针对性、实用性，同时符合驾驶员
从业基本要求，去年，海口市交通运输
部门公布了网约车驾驶员考试题库和
标准答案。海口网约车区域科目题库
自本月初从500道优化为200道题，
分为单选和判断两种题型，每种题型
各一百道题，并于近日又对其进一步
优化。

据介绍，截至22日，已经组织了
4场考试，参加考试共520人，322人
双科成绩合格，通过率从原来的10%
大幅提升至62%，目前已有919人取
得了海口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此外，交通部门已经受理网约车运输
证办理260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