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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局以《关于完善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口经济学院征地

手续问题的请示》（海土资征字[2017]423 号）（公文卡号：

20171562924）报市政府批准同意后，由我局与海口经济学院签

订4.173亩《解决用地遗留协议书》，并已完善征地手续。现我局

决定注销海口经济学院用地范围内的个人土地证，该学院用地

范围内的个人土地证（详见附表）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15日之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

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证注销手续。

特此通告。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王先生，电话：65923122）

附件：海口经济学院注销统计表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7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8]30号

陈德香

唐甫发

王金兰

唐江成

唐南忠、唐辉灼

唐文燕

唐玉南

唐长城、唐长福、唐长发、唐长禄

关于注销海口经济学院用地范围内个人土地证统计表

序号 土地权利人 注销土地证号

1

2

3

4

5

6

7

8

N12310

N13718

N11681

N12307

N12304

N12315

N12324

N12325

滨海新天地项目二期（31号地块）建筑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滨海新天地项目二期（31号地块）项目位于长滨东二街北侧，于

2015年11月经我委批建，为13栋地上2-26层/地下1层的商业、住
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将21-24号楼J1户型北侧镂空部分调整为阳
台。经审查，调整方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但建设单位已
按阳台实施建设，存在未经审批，擅自变更行为，市执法局已进行处
罚并责令限期到规划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经征询市住建局，该部分
住宅已销售，买卖合同所附的分层平面图与实建一致。为广泛征求
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18年2月9日至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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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
术审查处，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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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2月8日

海口华润中心二期东悦府项目建筑方案及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华润置地开发（海南）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华润中心二期东悦
府项目位于玉沙路与金贸东路交叉口西北侧，为原海口玉沙广场分
期开发项目之一，属《海口市金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18-2地
块（修改后）范围，项目拟建5栋（A、B、C、D、E座）地上47层、地下3
层超高层住宅楼，其中A、B座底层均有1层商业裙房。

项目建筑东北侧退用地红线10米、东南侧退12.79米（商业裙
房）-18.64米（超高层住宅），符合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
最小10米退线要求；北侧、西侧退12米、南侧退15-16.56米符合控
规退线要求。

项目内部建筑南北向间距分别为37.08米、55.56米、45.92米，
与北侧宝华酒店二期、宝华海景大酒店、黄金海景大酒店建筑间距
分别为52.63米、46.27米、70.57米，设计单位编制的日照分析图，与
北侧宝华酒店二期间距可满足大寒日日照3小时要求。

同时，建设单位申请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南元正建
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图审查服务中心审查，可补偿建筑面
积1667m2（琼J太阳能核字[2017]007号），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
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为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按程
序对海口华润中心二期东悦府项目建筑退线、间距以及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进行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2月9日至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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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春节期间营业时间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结

合我行社实际情况，现将我行社春节期间营业时间安排通告如下：
一、储蓄业务：2月15日（除夕）上午8:00至下午14：00。2

月16日（初一）至2月18日（初三）上午9:00至下午16:30。2
月19日（初四）起正常营业。

二、对公业务：2月15日至21日放假调休，共7天。2月11
日（星期日）、2月24日（星期六）上班。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祝您节日愉快！
节日期间如有疑问，请拨打唯一客服热线：96588。

特此公告。
2018年2月5日

海口市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生态科普馆及
湿地鸟类观测科普馆项目特许经营权项目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02HN0012

1、招标人：海口市园林管理局

2、代理单位：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3、项目简介：本项目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美舍河凤翔湿

地公园内，拟建设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生态科普馆、湿地鸟类

观测科普馆。其中，生态科普馆建筑面积3030m2；湿地鸟类

观测科普馆建筑面积1310m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

装修、机电、室外配套工程等。

4、投资规模：本项目的总投资为4922.69万元。

5、特许经营期：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不高于20年，建设期

1年，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后进入特许经营期，自特许经营协

议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特许经营期。

6、报名资格：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本

项目接受联合体，联合体组成不得超过2家，联合体牵头方须

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

7、公告期：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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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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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9日

定安县龙福花园商铺拍卖信息
我公司近期将拍卖位于定安县富民大道龙福花园出口右

侧上下两层商铺房产，建筑面积为2205.35m2，分摊土地使用

权面积1077.52m2；该房屋位置优越，停车方便，适合做银行、

保险、邮电等分理处、超市、酒楼，大型休闲中心，也可改建成

酒店、幼儿园等，参考价8900元/m2，过户税费由买卖双方各

自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致电或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网址：www.ronghepm.com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人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

被申请人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行政处罚一案，

本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8）琼0105行审27号《行

政裁定书》，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2018）琼0105

行审27号《行政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二月七日

“明珠豪庭住宅小区”项目位于文城镇文航路北侧，该项目原
属“一品华府”项目二期用地，于2010年 11月 20日取得“一品华
府”整体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为文建字第（2010）
A193号，批建指标为：总用地面积40681.6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8756.95平方米，容积率2.5，建筑密度22.62%，绿地率40%，建
筑最高25层。由于“明珠豪庭住宅小区”项目用地涉及经济纠纷
问题，昌旺达公司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
海南一中执字第121-50号）向市国土局办理了土地证，国土证号
为文国用(2016)第W0104266号，土地面积21186.24平方米。海
南昌旺达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向我委提出批准“明珠豪庭”项目修
规，经我委组织专家对修规调整的有关内容进行论证，昌旺达公司
现已按专家及相关要求修改完善，拟报批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20016.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7428.37平方米，容积率2.3，建筑密
度22.8%，绿地率45%，停车位352个；根据《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行办法》，现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集热器面积1032平方米，申请补偿建筑面积1032平方米，
补偿后计容建筑面积46164.15平方米。以上内容符合规划要求。
为进一步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拟按程序对该项目修规调整及
太阳能补偿面积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2月9日至2月23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
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明珠豪庭住宅小区”项目
修规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2月9日

网络 真实上演
——青少年沉迷暴力电子游戏调查

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有效保
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推动我国网络
游戏健康有序发展，近日，中共中央
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教育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
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
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
场管理的意见》，从统一思想认识、
强力监管整治、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制度保障、加强教育引导、加强监督
举报等六个方面，对集中规范整治
作出了全面部署。意见强调，各相
关部门要迅速开展全面排查，重点
排查用户数量多、社会影响大的网
络游戏产品，对价值导向严重偏差、

含有暴力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
的，坚决予以查处；对内容格调低
俗、存在打擦边球行为的，坚决予以
整改；对未经许可、擅自上网运营
的，坚决予以取缔；对来自境外、含
有我国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决
予以阻断。全国人大代表、中南传
媒董事长龚曙光认为，任何一家有
良知、有公德的企业，都不应该诱导
未成年人对电子游戏成瘾。“不管成
瘾游戏业能带来多少财富，社会都
应该坚决抵制，绝不能以牺牲民族
的未来赚钱！”

（新华社长沙2月7日电 记者
袁汝婷 苏晓洲）

去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披露，
将把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
瘾）与合成毒品等一起，列入物质使用
及成瘾行为障碍。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电子游
戏特别是手游作为迅速膨胀的新生
业态，供大于求。除了少数巨头占
据较大市场，上百家小公司在尾端
厮杀，竞争惨烈。为了能吸引玩家，
很多开发商以低俗出位内容吸引未

成年人；有的游戏甚至公开诲淫、诲
盗、诲黑，歪曲民族文化和历史，传
播异质文化内容，为了吸引人气、谋
取利益不择手段。这类游戏精神控
制力、人群扩散力惊人，涉世不深的
青少年缺乏“免疫力”，一旦沉迷往
往难以自拔。

“未成年人沉迷电游易导致
人、钱、魂都没了。”民盟湖南省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核工业

地质局局长何寄华，多年来奔走
呼吁遏制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负
面影响。

“沉迷游戏不仅对未成年人身体
发育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很多孩
子还因此变得性格孤僻、极端，家庭矛
盾与日俱增，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更
有甚者，一些未成年人因为急于筹钱
为游戏充值而偷窃、抢劫，带来严重社
会恶果。”何寄华说。

小唐是一名初三学生，沉迷于“侠
盗飞车”游戏。他与小西比邻而居。
警方查明，去年9月16日，小西来到
小唐租房客厅借用其电脑，小唐趁其
不备，采用猛击头部、狠掐脖颈、水淹
等方式，最终致小西死亡。据公安调
查，两人并无仇怨。

在警方的审讯中，小唐交代，他从
小学六年级开始在乡下、县城的网吧
里接触各种暴力电游，对“侠盗飞车”
尤其沉迷。在这款游戏的情节设定

中，玩家可以扮演“黑社会”杀人。
据办案干警介绍，小唐交代，他初

二就萌生了体验现实杀人感觉的渴
望，“想体验一下真的杀人是什么感
觉，是不是像在游戏里一样简单又有
快感。”在审讯过程中，小唐没有表现
出悔意，供述杀人过程思维清晰、举止
平静，甚至不时露出得意之色。

记者了解到，“侠盗飞车”在青少
年中普及程度很高，游戏操控的自由
度很大，玩家以角色扮演的身份进

入，在游戏情节的设置中，玩家可以
靠撞车、杀人、抢劫等犯罪行为吸引
警察，然后飙车逃避追捕。还有玩家
自制扩展包，因为缺乏有效的审查机
制，内容尺度更大。

一些“侠盗飞车”的成人玩家告
诉记者，这款游戏里充斥着各种犯罪
场面，且画面高度逼真，“开车到处
撞，杀了人就有钱花，没车就抢一辆，
特别过瘾！”有人说着说着，流露出难
以抑制的兴奋。

这是一个极端悲剧的案例。几个月前，在湖南武陵山区的一个贫困县，沉迷于一
款暴力电子游戏的15岁少年小唐，为了在现实中体验虚拟世界杀人的“刺激快感”，
将23岁的女邻居小西残忍杀害。

暴力、色情、贪婪、玄幻……各种吸睛的因素，让很多孩子欲罢不能。这些电游已
沦为不少未成年人荒废学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甚至诱发犯罪的“精神毒品”，严重影
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危害社会安定。有关部门利剑已出，升级管控、强化执法，欲斩断
这一伸向下一代的黑手。

一款暴力电子游戏对未成年人的扭曲影响究竟有多严重？记者进行了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李放）记者从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北京市8
日发布《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打
破职称评价“一把尺子量到底”、职称论文“一刀
切”、职称晋升“玻璃门”等条条框框，对不同人才
制定不同标准，支持人才自选代表性成果代替论
文，新开通多类人才的职称申报渠道，实现“干什
么、评什么”，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

据了解，北京市此次职称制度改革系统地将
职称评价标准归结为品德、能力和业绩三个方面，
科学分类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质，对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制定不
同的评价标准和业绩权重。

此外，北京市此次职称制度改革将彻底解决
过去职称论文“一刀切”的问题，将职称评审“唯论
文”改为“菜单式”，全面推行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

北京市此次改革还进一步打破了国籍、户籍、
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除国有企事业单位
和非公经济单位人才外，新开通了优秀外籍人才、
港澳台人才、自由职业人才、高技能人才的职称申
报渠道，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畅通了晋升通道，解
决了过去职称晋升“玻璃门”的问题。

据悉，此次改革是自1986年职称改革以来，
北京市再次启动的职称领域重大改革，涉及全市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

北京职称制度改革

不再“一把尺子量到底”
“干什么、评什么”太残忍 | 一款暴力电游诱发血案

为吸睛 | 一些暴力电游沦为“精神毒品”

利剑出 | 斩断伸向下一代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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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青少年科
技馆，几名小学生在观看一组展现清洁能源的互
动模型。

寒假期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青少年科技
馆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展“玩学结合 科技馆里
快乐过寒假”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玩乐中丰富
科学知识。 新华社发

科技馆里快乐过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