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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运乡方板村异地搬迁安置工程项目土地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
函〔2018〕30号文件精神，决定征收我县什运乡辖区内面积1.0708公顷，用于
我县什运乡方板村异地搬迁安置工程项目建设。该项目位于什运乡什太村村
口，其四至范围及坐标详见图1。由于该项目用地范围内涉及到多座坟墓的
迁移问题，为了不影响下一步征地和工程施工工作，请位于征地范围内的坟主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速与什运乡人民政府方板村异地
搬迁安置工程项目工作组联系，以便办理相关迁坟补偿手续。如逾期未联系
的，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庞天锦 13976218733
陈 静 18289796260

86280023（办公室）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人民政府

2018年3月9日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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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3HN001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1琼AD9415福特
蒙迪欧小轿车，挂牌价格为12000元；2琼AA8723北京现代小
轿车，挂牌价格为6000元。公告期为：2018年 3月 13日至
2018年 3月 26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 交易网 （http://
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
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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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
林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3月13日

受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房产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
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南侧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会展酒店6号酒

店310房建筑面积63.04m2）；参考价106.272万元，竞买保证金20
万；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8年3月29日下午
15:0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蓝天路35号锦鸿温泉花园酒店公
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8年3月28日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
证金时间：以2018年3月27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南省
分行营业部；账号：461600100018000681130；6、缴款用途处须
填明：红树林度假会展酒店6号酒店310房保证金。

监督电话：18641469115 刘法官；联系电话：0898-36656056
13976059898郭先生；18976241313罗先生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130号
符俪馨持符敦盛(已故)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琼山大致坡房字

第0150号)、《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公证书》等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
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琼蛟街
33号，宗地四至为:北至琼蛟街，南至琼蛟街35号，东至琼蛟街31
号，西至琼蛟街35号。土地总面积为156.55平方米，为国有土地，
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符俪馨。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
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 陈先生，电话: 65353989 )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开放教育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6115373、13907615002（陈老师）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63299166 琼海学院62819613 三亚学院88214928 东方学院25583266 儋州学院23885117

五指山学院86623720 屯昌学习中心67831937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18日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http://www.ouchn.edu.cn/

国家开放大学，教育部直属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优选，免成高入学，工作读书两不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可授予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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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大选第二阶段选举

古巴政府将换届 承诺更贴近民众

劳尔·卡斯特罗11日在东南部
圣地亚哥省投票。新一届全国人民
政权代表大会定于4月19日开幕，
选举产生31人的国务委员会，现年
86岁的劳尔将卸任委员会主席。

古巴外交部在社交网站账户
写道：“下一任主席或许不再是那
个姓（卡斯特罗），但他无疑将是
革命之子。”

外界预测，被视为古巴“二号”
人物的迪亚斯—卡内尔将接替劳
尔，出任古巴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革命的胜利征途将继续，”57
岁的迪亚斯—卡内尔在家乡、中部
城市圣克拉拉排队投票后告诉媒体
记者，“和平、自由、独立和人民主权

将会持久。”
古巴当天举行代表选举第二

阶段投票，选出 1265 名省级人民
政权代表大会代表和 605 名全国
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87岁的
古巴革命元老、古巴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第二书记何塞·拉蒙·马查
多·本图拉对美联社说，即将发生
的是“代际转变”。

82岁的退休陆军中校里戈韦
托·塞洛里奥说，这种变化“会有挑
战，但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我们
老了，必须退休”。“时机正好，”他
说，“劳尔将继续担任古共中央第
一书记。因此，无论最后选出的是
谁，都能把握好方向。”

在圣克拉拉，选民希奥玛拉·冈
萨雷斯告诉法新社记者：“迪亚斯—
卡内尔是我们熟悉的人。我真心希
望会是他（当选）。”

如果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国务委
员会主席，将是古巴首位在1959年革
命胜利后出生的国家领导人。他大学
时就读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参军，退
役后回母校任教，后来在古共青年组
织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工作。1993
年投身党的工作后，他先后在两个省
担任省委第一书记，2003年进入古共

中央政治局，2009年出任教育部长，
2013年出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 11 日投票后
说，新一届政府将更好地回应群众关
切，群众将参与政府决策，“还可以撤
回某些未能充分履行职责的人”。他
说：“（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联系群众、
倾听群众呼声，深入调查并积极讨论
如何解决现有难题。”

迪亚斯—卡内尔不点名地批评美国
特朗普政府妨碍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改
善。“因为某个冒犯古巴的（美国）政府，

（古美）关系恢复进程一直在恶化”。
美联社报道，新一届政府面临的

挑战包括发展经济、更新经济发展模
式和继续应对美国封锁。古巴有水
平领先世界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年轻
专业人士期待即将发生的“转变”能
提升本国经济活力。

26岁的医生达妮埃拉·阿圭罗告
诉美联社，她觉得一些现有政策已经
过时，相信选举后会有积极变化，“改
善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政策”。

（综合新华社哈瓦那3月12日电）

新华社东京3月12日电（记者姜
俏梅 王可佳）日本财务省12日在向
国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承认，森友学
园“地价门”去年遭曝光后，财务省对
14份相关文件进行了篡改，其中包
括删除日首相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
惠及多位政治家的名字。

根据这份长达80页的报告，去年
2月至4月，财务省在提交国会的文件
中，对2015年2月至2016年6月间的
5份审批文件进行篡改，后为保持文件

内容一致，又对2014年6月至2016年
6月间的9份文件进行了篡改。

篡改内容包括安倍昭惠
视察森友学园时的演讲内容

篡改内容主要包括：森友学园方
面表示安倍昭惠对其说过“这块土地
不错请继续推进”的话语表述，以及她
在2014年4月视察学园时的演讲内
容被完全删除；“此案特殊性”、“特例
内容”等词语，以及交易审批文件中

“根据森友学园方面的提案进行鉴定
评估并给出价格”的字样被删除。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当天召开记
者会，承认财务省下属机构篡改“地价
门”文件并表示道歉。他说，篡改文件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和时任理财局局长佐川
宣寿在国会上的答辩保持一致。

“地价门”事件愈演愈烈
一名涉事职员于几天前自杀

森友学园“地价门”事件近日愈演

愈烈。本月2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日
本财务省近畿财务局在“地价门”丑闻
中出具的土地买卖相关审批文件或被
篡改。迫于压力，财务省8日向国会提
交相关文件复印件，但未就篡改文件一
事给出明确结论。9日，担任国税厅长
官的佐川宣寿引咎辞职。另据日媒9
日报道，近畿财务局负责与森友学园谈
判部门的一名职员于几天前自杀。

去年2月，森友学园被媒体曝出
以几乎白拿的方式获得一块估价近

10亿日元（约合6000万元人民币）
的国有土地用于建造小学，安倍昭
惠曾任该小学名誉校长。各界纷纷
质疑其中存在行政干预。在野党要
求传唤安倍昭惠和佐川到国会作
证。同年 9月，东京地检特搜部发
表声明，称已对财务省、国土交通省
相关人员在“地价门”中涉嫌渎职、
毁弃公文等罪名立案，并移交大阪
地检特搜部进行后续调查。目前此
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日本财务省承认

相关文件涉安倍夫人等内容被篡改

被视为古巴“二号”人物的迪亚斯—卡内尔
被外界预测将接替劳尔

年轻人期待即将发生的“转变”能提升本国经济活力

代际转变

期待转变

古巴11日举行大选第二阶段选举，800多万选民
将选出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将于当地时间12日公布。

据报道，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务委员会
副主席、古共中央第二书记何塞·拉蒙·马查多分别在
弗兰克·派斯市和关塔那摩市投票。

古巴国务委员会现任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
副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11日投票时
说，新一届政府将更好地回应民众关切。外界普遍认
为，迪亚斯—卡内尔将接替劳尔·卡斯特罗，成为新一
任古巴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地价门

3月12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
国际机场，救援人员查看出事客机。当地时间12
日下午，一架载有71人的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
满都降落时急转弯冲出跑道并引发大火，造成至少
17人受伤，其余人员可能全部遇难。 新华社发

一架载有71人的客机
在尼泊尔降落时起火

17人受伤其余恐遇难

三部委：

确保生育保险制度稳健运行
记者12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人社部近日会同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
《关于做好当前生育保险工作的意见》，从适应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的角度，对做好当前生育保险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确保实现生育保险制度稳健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制图/孙发强

意见明确提出
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1 各地要充分认识落实生育保险政策是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保障措施，要确保符合
条件的用人单位及职工全部纳入参保范围，参
保职工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按规定及
时足额支付。

1

要结合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全面建立基
金风险预警机制，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
度规定，通过消化累计结余、采取临时补贴、
动态调整费率等分类措施，将基金累计结存
控制在6至9个月支付额度的合理水平。

2

要 规范生育津贴支付政策，确保《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法定产假期限内的生育津
贴支付。

3

要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生
育医疗服务管理，将生育
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范围，实现生育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强化
监控和审核，控制费用不
合理增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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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发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推动
形成崇尚生态文明、共建美好新海南
的良好风尚，2018年3月22日至3月
27日，我省4家纳入全国第一批向公
众开放的环保设施和城市垃圾污水处
理设施单位将组织集中开放活动，欢
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预约报名、参观。

一、开放设施单位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海口市

政府第二办公区空气自动监测子站、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白沙门污水
处理厂（一期）、海口市颜春岭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二、活动时间
2018年3月22日至3月27日
三、预约报名方式
（一）网站预约。登录海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官方网站 http：//
www.hnsthb.gov.cn——点击公众
开放活动报名——在线报名提交相
关信息。

（二）微信预约。进入海南省生态
环境保护厅微信公众号——点击“公
众开放”报名入口——按提示填写并

提交相关信息。
（三）电话预约。2018年3月13

日至3月20日（周末除外）上午8：30-
11：30、下午15：00-17：00，拨打电话
0898—66762083，联系人：黎文权。

四、温馨提示
（一）活动不收取费用，参观活动

车辆由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统一安
排。统一乘车时间、地点另行告知。

（二）活动期间，请参加公众开放
活动人员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以备
查验。

（三）活动期间，请参加公众开放
活动人员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
遵守纪律，注意安全。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培训中心
2018年3月12日

扫一扫关注海
南省生态环境
保护厅微信号

开放单位

海南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

海口市政府第

二办公区空气

自动监测子站

海口威立雅水

务有限公司白

沙门污水处理

厂（一期）

海口市颜春岭

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开放时间

3月22日上午

9:30-11:00

3月23日上午

9:30-11:00

3月26日下午

15:30—17:00

3月27日上午

9:30—11:00

活动内容

环境监测知识介绍、

参观空气自动监测站。

监测仪器设备工艺介绍、

监测流程、数据传输流程

介绍。

污水处理厂概况介绍、中

央控制室工艺介绍、生产

工段观摩。

参观二期一楼展厅、主控

室、二期垃圾吊控制室。

接待参观
人数

20人

20人

30人

30人

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

区白驹大道98号

海口市长流镇长德

学校

海口市海甸六西路

12号白沙门污水处

理厂（一期）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

仲音南路海口市垃

圾焚烧发电厂

开放活动安排表关于开展海南省第一批
环保设施和城市垃圾污水处理设施

向公众集中开放活动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