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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失声明
海南恒盛元棋子湾开元度假村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海南忠华泰昌贸易有

限公司填开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 联 及 抵 扣 联）1 份 ，发 票 代 码 ：

4600163130 发票号：04003536，特此

声明遗失。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昌江黎族自治县
地区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
线、ITV、上网、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120分钟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u2018年5月24日00:00－04:30，对昌江黎族自治
县地区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张鹏女士：

您于2017年2月9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307的《碧海蓝天认订
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1号碧海蓝天项目
4号楼1403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令”政策规定的
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手续，我司对此
深表遗憾。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起立即
解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 0000307 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项
目4号楼1403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人将由
我司无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或立即
书面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司尽快给您办
理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时退款的一切责任
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9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栾宁女士：

您于2017年4月6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411的《碧海蓝天认订
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碧海蓝天项目1号
楼1003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令”政策规定的购房
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手续，我司对此深
表遗憾。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起立即
解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411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项
目1号楼1003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将由我
司无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或立即书
面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司尽快为您办理
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时退款的一切责任
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8日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永荫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招

标人：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招标代理：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
询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概况：总面积398.87亩，预计新增耕地面积
198亩（旱地）。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及以上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效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其
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8年5月18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海南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联系人：王工 0898-68502229。

海南升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荣昱月亮湾”项
目位于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步区，整体修规批准指标为：总用
地面积170727.4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4009.49平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186092.9平方米，容积率1.09，建筑密度24.9%，绿地
率35.2%，停车位1650个，其中一期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现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因海南省政府户型政策要求，现建设单位申请调
整项目修规方案，主要调整项目二期部分规划设计，经我委组织
专家论证，拟同意申请的调整内容，调整后整体修规方案指标
为：总用地面积170727.4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3054.89平方
米，容积率1.09（补偿后），建筑密度22.45%，绿地率38.14%，停
车位1650个。其中二期部分规划条件为规划用地面积86832.91
平方米，建筑面积156641.1平方米，容积率1.57（补偿后），建筑
密度22.81%，绿地率40.97%。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
器面积1268平方米，申请补偿建筑面积1268平方米。以上规划
内容符合要求，具体详见附图。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
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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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
现按程序对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太阳能补偿面积
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5月19日至6月2日）；
2、公示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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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荣昱月亮湾二期项目修建性详细
规划调整及太阳能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5月19日

碧水南湾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庆龄路，建设单位为文昌
福兴实业有限公司。该项目属《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范围内，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和《建
设项目设计方案变更确认通知》，最终批准（A地块）规划指标
为：总用地面积26151.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263.61平方米，
建筑基底面积5822.95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1334.45平方米，
容积率1.198，建筑密度22.27%，绿地率40.34%，建筑最高18
层，总户数278户，停车位280辆。现建设单位申请增加人防地
下室，建筑面积1649.4平方米；和车库出地面楼梯间，建筑面积
41.6平方米。调整后的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6151.00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33954.61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5822.95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 31376.05 平方米，容积率 1.2，建筑密度
22.43%，绿地率40.34%，建筑最高18层，总户数278户，调整后
的规划指标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5月19日至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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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up0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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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碧水南湾”A地块项目修建
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5月19日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北京市、天津
市、上海市、重庆市、沈阳市、大连市、
南京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
市、成都市、贵阳市、渭南市、延安市和
浙江省开展试点。

《通知》要求，要全面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
的部署要求，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2018
年，试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审批时间压减
一半以上。2019年，在全国范围开展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上半年
将审批时间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
2020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通知》明确

了以下主要改革内容。
统一审批流程。按照工程建设程

序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主要划分
为四个阶段，相关审批事项归入相应
阶段。每个审批阶段确定一家牵头部
门，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根据工
程建设项目类型、投资类别、规模大小
等，实施分类管理。

精简审批环节。一是“减”，取消不
合法、不合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项和前
置条件。二是“放”，扩大下放或委托下

级机关审批的事项范围。三是“并”，合
并管理内容相近的审批事项，推行联合
勘验、联合测绘、联合审图、联合验收
等。四是“转”，转变管理方式，推行告
知承诺制。五是“调”，完善相应制度设
计，让审批时序更加符合工作实际。

完善审批体系。一是以“一张蓝
图”为基础，统筹协调各部门提出项目
建设条件。二是以“一个系统”实施统
一管理，所有审批都在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管理信息系统上实施。三是以“一个

窗口”提供综合服务和管理。四是用
“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完成多项审
批。五是以“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行。

强化监督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健全监管
体系。构建联合惩戒机制，加强信用
体系建设。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
务，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

《通知》强调，试点地区要成立领导
小组，完善工作机制，编制实施方案，确
定量化目标，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国办印发《通知》

在16省市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我国第二艘航母完成首次出海试验任务

空军轰-6K战机开展岛礁起降训练（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5月13日至18日，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5月18日中午，我国第二艘航母完成首次海上试验任务，返抵大连造船厂码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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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5月18日电（记者李雄鹰）“头可
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
身躯为群裂。”这是共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监狱墙
壁上写的一首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周文雍
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一起，
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
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
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
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
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
燮军改为铁军。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
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
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
与准备广州起义。

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
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
广州，重建党的机关。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
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在狱中，他们
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
们死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
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
命者婚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

5月18日，“向阳红01”靠泊在位于青岛市即
墨区的国家深海基地码头。当日，我国新一代远
洋综合科考船“向阳红01”圆满完成中国首次环
球海洋综合科考任务，返回青岛母港。

“向阳红01”船于去年8月28日从青岛出发，
跨越印度洋、南大西洋、整个太平洋，历时263天，
圆满完成了大洋、极地多项科考任务，实现了资
源、环境、气候三位一体的高度融合，取得了多项
突破性成果。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向阳红01”完成中国首次
环球海洋综合科考凯旋

新华社香港5月18日电（记者周
雪婷）香港高等法院18日裁决，两名
旺角暴乱参与者梁天琦、卢建民暴动
罪成立。

2016年2月8日晚至9日凌晨，包
括梁天琦、卢建民在内的数百名暴徒在
旺角与警方爆发严重冲突，造成100多
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警务人员。香港
警方在旺角暴乱后拘捕超过90人。

针对梁天琦等5名被告的诉讼于
今年1月18日开庭。梁天琦被控两
项暴动罪、一项煽惑暴动罪及一项袭
警罪；其余4名被告则分别被控暴动、
非法集结等罪名。梁天琦承认一项袭
警罪，其余4人均不认罪。

香港高等法院经过多日陪审团审
议后对该案做出裁决：梁天琦一项暴
动罪成立，卢建民一项暴动罪成立，另
两人的暴动罪陪审团未达成大比例裁
决，一人罪名不成立。

此前，多名旺角暴乱参与者被定
罪及判监。2017年3月至今，香港法
院已判处近20名暴徒暴动罪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裁决两名
旺角暴乱参与者暴动罪成立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张玉清、张汨汨）空军航空兵某师近
日组织轰－6K等多型多架轰炸机，
在我国南部海域开展岛礁起降训
练，锤炼提升“全疆域到达、全时空
突击、全方位打击”能力。

在这次训练中，师长郝建科驾
驶轰－6K战机带头从某机场起飞，
在既定空域完成对海上目标突击训
练后，赴某岛礁机场进行起降训练，
达成了训练目的，为空军轰炸机部
队开展岛礁起降训练积累了经验。

装备轰－6K等多型轰炸机的
这个航空兵师，牢记“思想政治要过

硬、打仗本领要过硬、战斗作风要过
硬”的战略要求，全力推进新时代练
兵备战，在前出西太、战巡南海、砺
剑高原中不断飞出新航迹。飞行员
葛大庆说：“每一次战斗起飞，都立
起‘过硬’的标尺展翅云天，磨砺了
血性胆气，提升了实战能力。”

着眼实现“空天一体、攻防兼
备”战略目标，空军正向全疆域作战
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军事专
家王明亮表示，轰炸机在我国南部
海域开展岛礁起降训练，有利于提
升应对海上方向各种安全威胁的实
战能力，锤炼备战打仗本领。

提升海上实战能力

空军轰－6K战机开展岛礁起降训练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
者刘慧）证监会 18日宣布，成功查
获一起利用沪港通账户跨境操纵市
场的典型案件。涉案机构和人员涉
嫌操纵沪市 4只股票，非法获利超
过2000万元。

调查发现，2015年12月至2016
年8月，两家私募基金的相关从业人
员预先合谋，集中6个资管产品筹集
的资金，利用资金优势，在香港开立
沪股通账户的同时，在内地以多位员
工、亲友的名义开立数个A股账户，
跨境配合操作，通过连续交易等手法
操纵菲达环保等4只沪市股票，交易
金额近33亿元。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该
案是证监会继2017年查处唐汉博跨
境操纵市场案后，成功查获的又一起
利用沪港通账户跨境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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