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全岛气温变化不大，中
部和东部地区最高气温 25～
28℃，其余地区 28～32℃，琼

岛最低气温17～21℃

受偏东气流影响，琼岛以多
云天气为主，有分散小阵雨

3月27日～4月 1日

3月27日～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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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岛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将达32℃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王天巍 翁小芳）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
预计本周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最高气温将升至28～32℃。

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琼岛天气晴好，冬季瓜
菜处于种植后期，需及时采收成熟瓜菜；大部分橡
胶第一蓬叶处于变色期，应注意施有机肥和磷肥，
加速叶片变绿稳定，增强橡胶树抗病能力。

此外，气象部门预计，4月海南岛平均气温略
高，降水偏少。主要的冷空气和降水时段：4月上
旬中后期、4月中旬后期和4月下旬中后期。

发放对象 家庭困境儿童、自身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

发放标准 按照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已享受低保的困境儿童，再按每人每月1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我省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将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畅通线索揭发举报渠道，严厉打击“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2018年我省公安机关
扫黑除恶成绩单

2017年

抓获团伙成员206人

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24个
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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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失声明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物资

分公司（注册号4600001006648）公章

遗失，特此声明公章作废。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物资分公司

2018年3月26日

尊敬的艾才华先生：
您好！您与我方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了《购房意向金协议》，

约定：您向我方购买坐落于海口市建设一横路3号的瑞强大厦一层、二
层、六层共计42套房产，其中一层23套、二层13套、六层6套，建筑面积
共计4092.57平方米，上述房产总价为人民币14323995.00元；且约定
购房意向金为人民币100万元，该意向金于签订定金协议或买卖合同
时转为定金款或首付款。但在上述协议签订后，您仅分别于 2015年8
月14日及2015年 11月18日向我方共计支付了意向金人民币133万
元。截至今日，经我方多次催促，您仍未与我方签订定金协议或正式的
买卖合同，已严重违反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
法律规定，我方有权单方解除上述《购房意向金协议》。因此，我方郑重
地通知您：解除、终止与您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上述《购房意向金
协议》，该协议约定的房产我方有权另行出售，您已付的购房意向金人
民币133万元已由我方退还给您。祝愿您一切顺利！

关于解除《购房意向金协议》的通知函

通知人：江文利 2018年3月14日

友谊广场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批前规划公示启事
友谊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一期项目

拟建1栋地上6-21层、地下2层商住楼，其中6层裙房为商业、6层以
上塔楼为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143800.31平方米。该项目设计方案
指标符合用地规划条件，退让东侧用地红线距离仅符合技术规定≥10
米最小退线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8年3月 27日至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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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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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27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符佐发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

0964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浪
沙路南侧，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符浩，南至王远贤，西至符
菊琼，北至公路。坐标为：J1（X114756.816、Y20102.947），
J2 （X114753.793、 Y20108.128） ， J3 （X114736.01、
Y20098.897），J4（X114739.041、Y20093.721）。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
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
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地
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26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根据业务工作需要，现向社会公开采购DELL

办公电脑一批。报名单位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和一定的经营

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售后服务。请符合条件并有

意竞标的单位于2018年3月30日下午五点前到我单位报

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书）、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原厂的授权书和服务承诺函。

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八楼

管理中心。

联系人：董女士

电话：0898-66810806 13016263286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4月3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1、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县热带作物农场八队，面
积为2.84公顷，出材量为452.50立方米橡胶林，保证金2万元整；2、位
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林场牧工商一队、二队，共计面积为
10.58公顷，出材量为927立方米橡胶林，保证金4万元整。整体竞买优
先。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4月2日下午5时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8年4月2日下午4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话：0898-68598868 18889413333

（第180327期）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更正）
海 南 志 海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MA5RC6AC43,法定代表人:程权):

经查，因你公司实际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少于开票单位

的开具份数，现对我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税七稽处[2017]

12号）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七稽罚[2017]）8号）内容做部

分修改。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相关人员，且涉税

文书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106条规定，对上述两文书修改后再次进行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违法事实：你公司分别接受北川羌族自治县乐康有

限公司、梁平县景军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梁平县时珍中药材有限公司

虚开的19份、37份、2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认证抵扣，发票金额合

计7,696,609.9元，税额合计1,000,559.3元。《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

容：一、你公司接受虚开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抵扣的行为，其

相对应的进项税额234,972.05元、467,539.82元、298,047.43元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二、你公司2016年应补缴增值税款1,000,559.3

元，并对查补税款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15日内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将上述税款缴

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规定

强制执行。三、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

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然后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税局申请行

政复议。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一、你公司将取得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行为已构成虚假申报定性为偷税，决定对

你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应补增值税税款50%罚款，即500,279.65

元。二、上述罚款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洋浦经

济开发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三、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

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

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规定的

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

区龙昆北路10号省国税局；联系人：蒙女士、莫女士；电话：66264775）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8年3月27日

琼国税七稽告[2018]4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符浩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

0966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浪
沙路南侧，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公路，南至王远贤，西至符
佐发，北至公路。坐标为：J1（X114753.793、Y20108.128），
J2 （X114750.757、 Y20113.301） ，J3 （X114732.980、
Y20104.073），J4（X114736.010、Y20098.897）。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
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
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
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26日

40元即可参与原油交易
交行“记账式原油”交易门槛低受青睐

备受市场关注的“中国版”原油期货，于3月26日在上海国际
能源交易中心上市。前期，商业银行为满足客户多元投资需求，
已推出了原油交易产品。

据悉，交通银行针对个人客户推出的记账式原油产品，以北
美WTI原油为投资标的，交易报价实时联动国际市场，支持以人
民币直接进行交易，免去了购汇的时间与成本；较低的交易门槛
广受投资者青睐，可多空双向无杠杆T+0交易，起点仅为0.1桶
（40元人民币左右）；较长的交易时间横跨亚欧美主要市场交易时
段，每交易日的交易时间长达18个小时（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
次日凌晨3点，周六零点至3点）。交行记账式原油操作方式也较
为便捷，手机银行支持7*24小时开户，交易时段内亦可进行实时
交易、挂盘交易和业务查询。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为做好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交通保障工作，现对G98环
岛高速公路龙桥互通匝道路面病害进行修复，为保障施工期间交通
运输和工程施工安全，本次修复工程将在夜间进行错峰施工，现需
要对龙桥互通匝道实施夜间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间及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及管制方式:（一）2018年3月27日21:00至3月28日
7:00；将对龙桥互通南半幅匝道路面病害进行全封闭施工。龙桥互
通的西往南方向（洋浦往三亚）、西往北方向（洋浦往市区）、北往东方
向（市区往机场）、南往东方向（三亚至机场）匝道将进行封闭。（二）
2018年3月28日21:00至3月29日7:00；将对龙桥互通北半幅匝道

路面病害进行全封闭施工。龙桥互通的东往北方向（机场往市区）、
东往南方向（机场往三亚）、北往西方向（市区往洋浦）、南往西方向
（三亚至洋浦）匝道将进行封闭。（三）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提前
绕行。（四）交通管制期间，如遇阴雨天气，工期将顺延。

二、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
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3月26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龙桥互通匝道路面病害修复工程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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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启动困境儿童生活补贴发放工作

3类困境儿童可按低保标准申领补贴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刘
操 实习生魏铭纬）记者从省民政厅
获悉，该厅日前印发《海南省民政厅
关于做好困境儿童生活补贴发放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各市县切实做好具有海南省常住户
口的家庭困境、自身困境、监护困境
儿童的生活补贴发放工作。

《通知》明确了补贴标准，对家庭
困境、自身困境、监护困境儿童，按照

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
活补贴，已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的，再分别按照每人每月100元标准
发放生活补贴。

《通知》指出，家庭困境儿童主
要指父母一方重残、重病且所处家
庭属于低保家庭的儿童，申请生活
补贴应提供低保证明（《海南省城乡
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
证》）和医疗机构出具的父母一方重

病或重残证明；自身困境儿童主要
指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
存在治疗、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
融入等方面困难的儿童；监护困境
儿童主要指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服
刑、强制隔离戒毒，另一方因服刑、
强制隔离戒毒、改嫁等状况不能履
行抚养义务，导致家庭监护缺失的
儿童。

《通知》明确，困境儿童申请生活

补贴可由本人或监护人、村（居）委会
向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
请。2018年5月31日前审批通过的
对象，其生活补贴从2018年1月1日
起补发；2018年6月1日后审批通过
的对象，其生活补贴从批准当月起计
发，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计发。原
则上困境儿童生活补贴直接拨付到
困境儿童或其监护人个人账户、福利
机构集体账户。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今
天下午，省公安厅召开2018年全省刑
侦工作会议，总结 2017 年工作，对
2018年刑侦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
调，全省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要以全面
深化公安改革为契机，找准我省刑侦

工作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新任务，进一
步开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
厉打击“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努
力实现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持续下
降、破案率持续上升，全省社会治安形
势持续向好的工作目标。

据悉，2017年，我省刑事案件量
大幅下降，总体呈现发案数下降、破案
数上升和打击处理数上升的“一降两
升”态势，是2014年以来控案破案最

好的一年，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2017年全年，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共打
掉恶势力犯罪团伙24个和黑社会性
质组织1个，共抓获团伙成员206人，
破获刑事案件216起。其中，省公安
厅刑警总队联合五指山市公安局成立
专案组，成功打掉了五指山市“月亮
帮”涉黑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8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6起，有力
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会议要求，2018年全省刑侦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打击犯罪的主业主责意
识，紧紧围绕2018年全省刑侦工作要
点，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
手”工程来抓，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
畅通线索揭发举报渠道，充分发挥刑
侦部门扫黑除恶主力军的作用，坚持
露头就打、打早打小；要始终坚持“命
案必破”的理念，继续紧盯侦破命案工
作不放，力争2018年现行命案实现全

破，同时对历年积压命案进行再次全
面梳理，开展破案攻坚，积极回应被害
人家属及社会的期待；要高度重视侦
破盗窃案件，坚持追赃挽损与破案抓
人并重，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要以省反电信诈骗中心为依
托，加强对重点地区专项整治的督导，
力争2018年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
行为取得新进展。

省公安厅部署2018年全省刑侦工作

刑侦部门要争当扫黑除恶主力军

定安启动养老金领取资格
人脸识别认证工作
设15个“刷脸”认证点

本报定城3月26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程守满）近日，记者从定安县人社局
获悉，定安将从3月19日至6月30日开展离退休
人员养老待遇和遗属人员供养抚恤金领取资格的
人脸识别认证工作。

据了解，传统的认证方法，要求企业离退休人
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制式的认证表格到社保
经办机构或社区进行现场认证。认证方法受到认
证工作时间、地点，以及离退休人员身体行动能力
等因素的限制。

该局采用现场、网上自助或预约上门的综合
认证方式，达到“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的服
务效果。离退休人员可通过海南省社会保险人脸
识别认证管理系统自主完成认证，也可到该县设
置的15个人脸识别线下认证地点进行认证，行动
不便者也可以申请上门认证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未在6月30日之前进行认证
的离退休人员，该局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其相
关待遇，待其认证后补发。

扫黑除恶进行时

海口今年将新建
52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海口市文体局
关于文化扶贫暨2018年海口市文体
活动室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海
口市将投资1820万元建设52个行政
村文体活动室，预计11月30日之前
全部竣工。

截至2017年底，海口文体活动室
建设基本做到行政村全覆盖，但行政
村文体活动室的功能尚不能延伸到一
些比较偏僻的自然村，今年海口将继
续新建52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

据了解，海口今年建设的文体活
动室建设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内
设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多功能活
动室等文体活动场地；室外配建一个
露天舞台和一个篮（排）球场。建成的
文体活动室，将满足村民开展文体活
动的各种需求。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至
省儿童医院
将开通直达公交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冯俊宵）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交通运输与港航管理局获悉，该局
将调整92路公交线路保障市民从海
口市妇幼保健院前往省儿童医院的
出行需求。

据悉，近日海口市交通部门研究
决定，调整92路公交线路以保障市民
从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前往省儿童医院
的出行需求，该公交线路为快速直达
线路，节约市民就医的出行时间。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陈梓熠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
天能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服务保障工作的一名志愿者。3月
25日起，他与同校的62名学生一起
正式“上岗”，为即将远道而来的各国
嘉宾提供接待服务。

“这是我第一次为大型国际会
议服务，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
会！”陈梓熠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机
会，离不开“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这
块多年为各重要会议提供优质志愿

服务的“金字招牌”。
从1993年建校起，海口旅游职

业学校先后为2008北京奥运会、北
京APEC会议、第八届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环岛
自行车赛等各类高端会议、展览、节
庆及赛事提供志愿服务，并凭借优质
服务获得了博鳌亚洲论坛“钻石合作
单位”和“战略合作单位”称号。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得益于学
校常年坚持的以“团结、服务”为核心
的雷锋志愿服务理念。“从学生进校
门起，我们就向他们宣导志愿服务理

念，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让志愿服务成为学生的第二课
堂。”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副校长洪涌
介绍说，每年秋季开学，高年级的学
生都会为新生提供志愿服务，新生也
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

除了宣传动员，海口旅游职业学
校还摸索建立了一套志愿服务的管理
机制。“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学校坚持
让学生作每日小结和结束总结，让学
生了解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参
与其中的快乐。”该校团委书记肖砾告
诉记者，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从事志

愿服务已经成为学生的一种自觉。
一周前，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在该校举办，因为志愿服
务岗位有限，有的学生竟因为没有上
志愿服务学生名单，请求班主任帮忙
推荐，请学校增加名额。

“志愿服务没有报酬，非常辛苦，
但孩子们依然坚持，这就是我们旅职
人的服务精神！”洪涌自豪地说，经过
多年的积累，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已经
培养出了一支文明有礼、热情高效的
志愿服务队伍。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学生多次为高端会议、赛事提供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成为学生“第二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