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推出
就近办证等
8项出入境
便利措施

公安部将于2月1日起施
行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

涉及
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

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助
通关等多个方面，为群众办证
出行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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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一、邀标单位：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二、邀标项目：东坡作业区景观工程
三、工程概况：本项目地点在东坡作业区，建设内容为景观

工程，工程预算约为人民币21.5万元，计划工期为50天，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筹。

四、投标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建造师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

五、报名时间：2018年1月30日上午8:00至2月3日下午
5:00止。报名时请带上企业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
全生产许可证、建造师资格证书（审核原件，留存盖章复印件一
份）。

六、报名地点：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张
先生，联系电话：0898-63610656。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米，其他建筑1500平

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2月7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按标的现
状净价拍卖：

1、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6-1号青苹果公寓A101房产【房产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69998号】，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2、海口市玉沙路20号国贸经典大厦第一层5#商铺【房产证号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70384号】，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2月6日。有意者请于
2018年2月6日下午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
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联系电话：13707561158
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15层

东方市板桥镇双沟村海上旅游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项目编号：HNTH-2018-000003

二、交易方式：根据竞买人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一名竞买人，采取协议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及以上竞买人，采取竞价方
式交易。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18年1月30日至2018年3月5日。四、保证金缴纳：以2018年3月5日17:00前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
户：账户名称：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道支行；银行账号：46001002537052506530。
五、挂牌报价时间：2018年1月30日8:00至2018年3月6日9:00。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ggzy.hi.
gov.cn）。六、挂牌现场会时间及地点：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8年3月6日9:00；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七、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653195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海洋与渔业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东方市板桥镇双沟村海上旅游项目海域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东方市板桥镇双
沟村海上旅游项
目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双沟村附近海域

用海类型

旅游娱乐用海

用海方式

海水浴场、游乐场及
透水构筑物

出让面积（公顷）
4.9492公顷（其中游乐场用海
2.2274公顷，浴场用海1.7971
公顷，透水构筑物0.9247公顷）

用海期限（年）

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73.5847

保证金（万元）

8

海南大学桥西教工居住区修建
性详细规划调整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大学桥西教工居住区位于海甸五西路以南，春华南路以西，共
包含S1、S2、S3、S4、S5、S6、S7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132939.158m2

（含12224.49m2市政绿化带，用地面积12224.49m2市政绿化带已参与
居住区指标平衡）。海南大学桥西教工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于2009
年9月经批准，现海南大学申请对原批准修规S5、S6地块进行建筑布
局调整，原修规中配建的商业服务5936.01m2，社区配套4600m2，会所
980m2在S5、S6地块中统一配建，功能及建设规模不变，且本次调整指
标不突破原批准的修规指标，项目调整规划方案已于2017年12月20
日经组织专家论证通过。按照《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海南省城乡规
划条例》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海口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三条、六
十四条，为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按程序对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方
案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月30日至2月
12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
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69，联系人：林少薇。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月29日

海土资龙华字[2017]3082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
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
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
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
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68512605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地
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27日

产权申请人

申请依据

土地坐落
申请土地面积
土地权属证件
项目名称

原土地使用者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买卖契约,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14766号
海口市盐灶路145号

219.95平方米
市国规【1990】603号

昌信小区
海口海航企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专家认为，微商的成功依赖于
低门槛、轻成本、微创业的互联网商
业模式，由于虚拟市场准入机制不
完善、相关法律缺失和监管不力，加
之社交媒体的隐蔽性和高额利润的
诱惑，微商被传销所利用。

专家建议出台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健全行业规范及执行标准，制
定发布诸如支付技术、身份验证技术
等规范性文件，将微商营销行为纳入
法治的框架中。目前，对于微商传销
的监管主要依靠工商部门，但在实际

操作中需要各部门联合执法。业内
人士建议，网信办、工信部、工商总局
等多部门应联合制定管理办法，将微
商纳入监管，实行简单备案制，尤其
对资金去向进行监管。

（据新华社济南1月29日电）

山东公安部门介绍，微商传销往往
推荐化妆品、美容美体器械、玉石之类
的商品，利用会员优惠折扣、分享到朋
友圈返现等手段诱人加入，隐蔽性强。

微商传销通常不强制缴纳加盟
费用，但是要求购买货物才能具备销
售代理的资格。当成为代理后就发
展次级代理，也就是俗称的下线。

在山东近期查处的一起微商传
销案例中，一个披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外衣的团伙利用微信销售原生态
纸，只要购买就能取得会员资格。会
员可以在微信中分享链接，别人点击
链接在该商家购买任何东西，分享人
都可以获得该笔消费利润40％的收
益。同时会员可以发展代理，一旦下

线买东西，就可以获得6％至10％的
利润。至案发时，这一传销团伙共发
展会员14000余人，遍及30个省区
市，涉案金额达1.2亿元。

目前涉嫌传销的微商有一个共同
点，即在朋友圈炫富吹牛，夸大宣传，
有的甚至打着政府扶持、重点项目、中
央部委特批等旗号，制造虚假繁荣。

山东人何倩微信朋友圈有一位
销售面膜的好友，几个月前，她注意到
对方在朋友圈推销一款声称是国外进
口的面膜，看上去销售情况“火爆”。

何倩说，看着对方每天在朋友
圈晒有关面膜的各类证书以及销售
量、交易截图，她动心了，花5000元
成了对方招募的代理。作为代理，
单批次至少要拿50盒2000元的货，
均价40元一盒；一次拿5000元的

货，可以买150盒，相当于30多元一
盒；而这款面膜对方在朋友圈的单
盒售价为80元。“当询问如何更快地
销售自己手中的面膜时，对方却建
议我不要将赚钱的方式仅局限于销
售面膜，让我想办法招募代理，称只
要成功招募一名代理，便可以从拿
货款中获得30％提成。”何倩怀疑这
可能涉嫌传销，就退货一事联系对
方，却被拉入“黑名单”。

中国公安大学城市安全研究中
心专家李小波介绍，微商传销本质上
不再以商品买卖为目的，而是纯粹通
过发展下线牟取暴利，何倩遭遇的微
商已经涉嫌网络传销行为。2016年
3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新型传销活
动风险预警提示，不管传销组织如何
变换手法伪装自己，只要同时具备

“交入门费”“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
计酬”就可认定为涉嫌传销。

目前，微商概念火热。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估算，2017年微商从业人员规模为
2018.8万人。“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微商传销等新型网络传销呈高发态势，多地频频
查处相关案件。这些案件涉及人员动辄数十万人，金额达数亿元。

据新华社武汉1月29日电（记者李伟、黎昌
政）寒冷的天气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作，武汉
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近日已收治了10余名心
梗患者。

47岁的吴先生家住百步亭，年底这段时间应
酬很多，本来就是“老烟枪”的他这些天烟抽得更
多，还常常熬夜打牌。27日晚上10点，正在打麻
将的他突发胸闷胸痛，脸色由红转白。几个朋友
赶紧拨打了120，将他送医院救治。

到达医院后，心电图提示急性心肌梗死，需要
马上进行急诊介入手术，急诊科立刻开通了绿色
通道，心血管内科医生5分钟内就完成了血管造
影。造影显示前降支完全闭塞，10分钟后成功打
通了闭塞的血管，吴先生转危为安。

专家提醒，“老烟枪”年底应酬多，严寒天气，
心血管疾病患者要尽量减少出门，注意防寒保
暖。要保证睡眠，避免熬夜，戒烟限酒。

专家提醒：

“老烟枪”更需
防突发急性心梗

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企业年金缴费办法明确……

一批新规2月1日起施行

企业职工
退休后有望
多份“收入”

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
执业门槛提高

纳税服务
进一步优化

宗教商业化
倾向或将得到

遏制

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
2月1日起施行

条例
采取多项措施，遏制宗教

商业化倾向，进一步规范宗教
界财务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
的《企业年金办法》

2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规定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

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基金实
行完全积累，为每个参加企业
年金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

司法部新修订的《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和《基
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月1
日起施行。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学历条件大幅提高。

国税总局公布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2月1日起施行

办法
取消了税务机关审批环节，

将审批制改为登记制，规定主管
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递交的登
记资料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后，纳
税人即可成为一般纳税人

代理面膜差点入伙网络传销，只要有“交入门费”“拉人头”等行为就涉嫌传销

利用优惠返现等手段诱人加入，打着政府旗号制造虚假繁荣

专家建议对微商实行简单备案制，有效监管资金流向

A

B

C

买面膜可能会被发展成“下线”

警惕新型网络传销渗透到朋友圈

1月29日，游客从上海街头卡通狗艺术装置
旁走过。

当日，农历狗年新春艺术装置展在上海新天
地揭幕，由玻璃钢打造的卡通狗艺术装置“身披”
象征喜庆红火的中国红色调“外衣”，营造出温馨
甜蜜的新春节日氛围。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农历狗年艺术装置展亮相上海街头

据新华社上海1月29日电（记者仇逸 郭敬
丹）记者从29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记者招待会上
获悉，今年上海将开工建设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
光装置等一批重大项目，打造世界一流的光子大
科学设施群。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我国未来科技创
新的新高地，也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
创新中心的核心内容。据悉，该中心正在规划建
设光子科学与技术的一批重大项目，其中硬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项目已经国务院批准，单体
总投资将超过90亿元人民币。已经开工建设的
项目如上海光源二期、超强超短激光、软X射线
自由激光电子装置、活细胞成像平台等也将在今
年加快建设。

我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
光子大科学设施群

新华社南京1月29日电（记者刘巍巍）江苏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9日通报，我国在江苏连云港
口岸首次截获有害生物白毛锥尾叩甲。该生物可
加重树木及苗木衰老，危害农林业安全。

江苏连云港检验检疫局近日在对一批法国进
口橡木原木查验时，截获了白毛锥尾叩甲、甜菜叶
螟、赤拟谷盗、蚁科等多种有害生物。其中白毛锥
尾叩甲经江苏检验检疫局实验室鉴定，最终确认
为全国首次截获。

白毛锥尾叩甲为完全变态昆虫，多生活于枯枝、
树皮下。该生物取食植物枝叶和营养物质，会加重树
木及苗木衰老，加速植物死亡，危害农林业安全。

我国首次截获
有害生物白毛锥尾叩甲

新华社发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