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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100号 原(2017)琼0106执21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100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8年7月11日10时至2018年7月12日10时止，在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30号水云轩商住楼地下1
层023号车位(不动产权证号:HK345702),该车位的保留价(即起拍价)
为128800元。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30号水云轩商
住楼地下1层011号、013号、015号、018号、019号、020号车位(不动
产 权 证 号:HK345669、HK345668、HK345667、HK345665、
HK345664、HK345663)六个车位。起拍价:每车位105，070元，合计
630，420元;竞买保证金每车位30，000元。

咨询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7月3日起至2018年7月10日16
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有意购买者请自行前往看样，并于2018年7月11日10时前于
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
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负担;（4）拍卖
标的物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

咨询电话:0898-66784702 (张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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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海南银行业：金融“黑科技”照进现实

海南省农信社“两权”抵押贷款惠及3000多农户

农村资产“活”起来 农民腰包“鼓”起来

“海洋强省”建设的农发担当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纪实

沪指大跌2.5% K线六连阴

不确定因素多 市场震荡消化

海南橡胶停牌重组

拟注入橡胶贸易资产

男子轻信网络投注被骗
五指山警方紧急止付追回30万元

本报五指山5月30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李婧）近期，五指山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在接到一
宗电信诈骗案件的报警后，通过采用先止付后受
案的方式成功止付一起电信诈骗案，并冻结涉案
账户资金30万元。

据介绍，2018年4月29日16时许，五指山警
方接到市民陈先生报警称：其在家里被人以可透
露时时彩内幕的方式，诱骗其往网站提供的账户
转账投注，共计被骗39.9万元。

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核实情况并开展紧急
止付工作。

该局紧急向海南省公安厅反诈中心上报具体
情况，获得迅速审批，该局立即对嫌疑银行账户进
行了止付，先后成功止付涉案的一级银行账户资
金24万元、二级银行账户资金6万元。剩余的
9.9万元已超过了止付时间。

目前，五指山警方已将该涉案银行账户予以
冻结，案件侦办和被骗资金发还工作正在进行中。

文昌法院放大招
让“老赖”赖不掉
1个月追回380余万元欠款

本报文城5月30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罗
华伦）近日记者从文昌市人民法院获悉，今年5月以
来，该院重拳打击“老赖”，采取查控、拘留等手段，
重点打击有财产、有收入来源、有偿付能力的失信
被执行人。5月，该院共执行案件91件，执结25
件，追回欠款381.15万元，其中拘留被执行人3人，
查封房产7套，扣押车辆1辆，询问、拘传30人次，
并对10宗案件的被执行人下落展开查找。

在执结的案件中，有的“老赖”住着豪华别墅
却耍赖不还钱。王某龙是海口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以租赁塔吊等机械工程设备为主要业务。其
所经营的公司向黄某购买塔吊后，共计欠货款
160余万元。该案经文昌人民法院判决后，王某
龙仍拒不支付货款。

经调查，王某龙及其所在公司有塔吊30多
台，每月有租金收入20万元，家里建有别墅，装修
豪华。王某龙自从2017年被法院通过网络扣划
其银行存款17万元后即开始逃避债务、转移财
产，出租塔吊的收入均以微信转账、现金等方式收
取，所有款项均不走公司财务账户及其个人银行
账户，属于典型的恶意逃债行为。

2018年5月14日，文昌人民法院决定对王某
龙司法拘留15天。5月22日，在拘留所熬了8天
的王某龙表示愿意还款。当日，王某龙与申请执
行人黄某达成和解协议，当场支付10万元，并提
供一不动产作抵押担保，双方据此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因王某龙积极主动改正错误，文昌法院当
天即决定提前解除对王某龙的拘留措施。

陵水直播抓“老赖”
8万余人次网友在线观看

本报椰林5月3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为推进“陵法风暴”执行攻坚，决胜“基本
解决执行难”攻坚战，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开展第二批凌晨集中抓捕行动，有效地执结
了一批涉民生案件。行动当天，多家媒体网络同
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86362人次。

5月28日凌晨5时30分，陵水法院30余名
干警集结完毕，赶赴陵水多个乡镇，逐案围堵被执
行人。在随后的3个多小时内，陵水法院共集中
执行7宗涉民生案件，应抓捕9人次，实际到案6
人次，其中成功促使3人次当场履行给付义务，对
3名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执行到位
金额约16.3万元。该行动极大震慑了失信被执
行人，其他案件的1名被执行人主动到法院履行
给付义务。

此次集中执行的案件包括合同纠纷、交通肇
事案件、物业纠纷及个人债权债务。为了实现全
程留痕、全程公开、文明执法、透明办案，抓捕的过
程中，陵水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陪
审员在指挥中心全程依法监督。同时还邀请各大
媒体跟踪报道。

记者了解到，除了开展集中抓捕行动，“陵法
风暴”攻坚战打响后，陵水法院积极发挥舆论导向
作用，在动车站、繁华商业区、老城区等地段的
LED大屏上，全天候滚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并利用社管平台，向全县群众推送拒不履行法
定义务将被依法拘留的短信。同时，陵水全县
600多名网格员走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营造诚
信守法的法治氛围。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孙
慧）今天，省农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近期海南荔枝、芒果、菠萝等热带水
果价低卖难情况，提出将多措并举做
好产销对接，破解“丰产难丰收”困局。

3种水果收成好

据省农业厅厅长许云介绍，今年
全省芒果种植面积81万亩，预计产量
104万吨；菠萝种植面积24.56万亩，
产量40.99万吨；荔枝种植面积31.13
万亩，其中收获面积25.91万亩，年产
量预计达为18万吨到20万吨。

由于今年年成较好，预计今年全
省芒果、菠萝、荔枝这3种热带水果
普遍同比增产20%到30%之间。但
较之往年，这3种水果的上市高峰期
收购价格都相对偏低。其中，东方、

昌江等市县台农芒果收购价0.5元～
1.2元/斤。海口菠萝平均收购价格
为0.5元～1元/斤；岛内平均收购价
格1元/斤。据了解，荔枝市场行情
相对较为稳定些，白糖罂、妃子笑等
品种收购价在1.5元～3.5元/斤。

目前，芒果、菠萝、荔枝等热带水果
销售主要面临的是收购价格较低的问
题。截至5月29日，芒果全省已销售约
92.68 万吨，平均每天出岛约 5000
吨。东方市芒果每日发车70多车，每
车约25吨～32吨。菠萝出岛销售约
25.8万吨，预计近期上市7万吨；荔枝
出岛销售量13.4万吨，预计近期上市
1.8万吨。

多原因造成收购价格低

据分析，造成近期海南芒果、菠萝

等收购价格较低的原因主要有六个。
一是水果品种不优，新品种供不应求、
老品种供过于求同时并存。二是今年
水果上市时间“撞车”。由于去年冬季我
省天气较冷，导致水果上市时间普遍延
后10到45天，与广东、云南、福建等热
带地区水果同步上市。三是人工成本
上升，较低的收购价让种植户难以接
受。四是物流运力不足。五是我省水
果加工厂家少，无法做到全面收购次品
水果。六是组织化程度不高，各市县由
于缺乏组织化错位生产，水果同质化比
例高。此外，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
的进口水果也带来一定的市场冲击。

建长效机制预防低价卖难

针对近期媒体频频反映的水果
价格低迷情况，省政府近日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应对，提出了七项应对举
措。一是要及时掌握全省产销情况，
做好监测预警，及时部署产销对接。
二是针对目前产销情况，鼓励电商助
力全省热带水果销售，通过海南农
垦、海航集团等国企，对全省销售困
难的热带水果进行保底收购。三是
建立贫困户兜底收购机制。相关部
门核实是否有贫困户出现水果销售
难问题，将根据核实情况对贫困户进
行兜底收购，减少贫困户产品销售压
力。四是改良热带水果品种，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五是发展热带水果综
合加工。通过招商引进企业建设农
产品精深加工厂，确保当季水果都可
以进行加工，提高水果产业综合效
益。六是推动引入农产品保险。针
对热带水果的销售价格以及自然灾
害（台风）等情况，引入农产品价格保

险和灾害保险，为热带水果产业提供
保险保障。七是结合旅游促销水果，
通过在旅游景区宣传海南水果的优
良品质和历史文化等信息，发展即食
型和精包装型水果产品，满足消费者
各类需求，拓宽热带水果销路。

许云表示，省农业厅将从六个方
面建立健全农产品产销长效机制。一
是继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实现长期调优增收；二是加快农产品
冷链、制冰、分拣等基础设施建设，补
齐短板；三是加快海南热带农产品拍
卖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开设农产品收
入保险；四是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发
展，建立大宗农产品产加销联动机制；
五是加快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提高
风险预警防控能力；六是加快创建30
个海南农产品公用品牌，提高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

涉嫌低报价高结算欺诈

三亚一海鲜超市
停业接受调查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记者林诗
婷）标价48元一斤，结算时却变成68
元一斤。5月29日，有网友吐槽三亚市
海棠湾一海鲜超市存在欺诈消费者行
为。获悉此事后，三亚市旅游整治办
迅速组织调查。目前，TAIRYO海鲜
超市因涉嫌欺诈消费者被要求暂停营
业，有关部门正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5月29日，网友“上官凝嫣V”发帖
称三亚海棠湾一海鲜超市售卖的鞍带
石斑鱼标价为48元一斤，但结算时却变
成68元一斤，质疑该超市欺诈消费者。

监测到该舆情后，三亚市旅游整
治办迅速召集工商、旅游等部门展开
联合调查。经初步调查，68美食广场

“TAIRYO海鲜超市”涉嫌以低报价
高结算误导消费，工商部门当场责令
其自行停业，并对其立案调查。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邓
海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获
悉，发生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
高价冰块强迫交易案目前已有4名
犯罪嫌疑人落网，其中王某财等3人
已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昨日又有1

名犯罪嫌疑人丁某被抓获归案。
据了解，5月20日8时许，包某

洪、王某财驾驶一辆轿车到三门坡镇
一荔枝收购点，要求收购点的孙某向
其购买运输荔枝用的冰块。孙某因
其冰块价格过高，拒绝购买，双方发
生争执。随后王、包两人召集数人返
回收购点，追砍孙某，将孙某左手无

名指砍伤后逃离现场。
案发之后，海口警方于5月22日

凌晨在三门坡镇龙马村将包某洪抓
获，而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财迫
于警方追捕高压态势，于5月23日中
午主动向海口琼山公安分局三门坡
派出所投案自首。

据警方透露，王某财等犯罪嫌疑人

到案后，专案组进一步加大案件侦办力
度。5月28日，经海口琼山区人民检察
院批准，琼山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
罪、强迫交易罪，对王某财、苏某龙、包
某洪等3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5月
29日10时许，专案组民警又在海口琼
山区博雅路某酒店抓获该案另一犯罪嫌
疑人丁某。目前该案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全锦子）“现在我们进入
到胰腺内膜”“这个是淋巴结，需要进
行切除”……5月28日，海口市人民
医院举行了“大道至简——微创无剪
道剧场”活动。海口市人民医院胃肠
外科主任医师彭勃率领的团队在约7
个小时的直播中成功完成了3台胃
肠肿瘤微创手术，通过这种搭建“空
中手术室”的做法，实现全国医疗专
家、网友在线互动，为年轻医生提供
了良好的学习机会，也向全国医疗同

行展现了海南微创手术的水平。
当天上午9时，来自省人民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的多位专家已经坐在海口市人民
医院会议室的大屏幕前。主刀医生彭
勃以及其他医务人员穿好手术服、消
毒完毕后进入手术室。第一台手术为

“腹腔镜下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分切除
术”，患者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性。记
者在现场看到，手术开始后，当医生将
医疗器械深入到患者体内，手术室内

的显示器、会议室的大屏幕，以及直播
平台上，都同步出现了内窥镜输出的
手术医疗影像。

手术室内，彭勃带着耳机和麦克
风，声音可以直接传到会议室。他边做
手术边和会议室的专家探讨手术的重
点、难点及手术技巧。参会专家对此次
直播演示中展现出来的流畅的手术过
程、精湛手术的技巧给与了充分的肯
定。手术直播也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医
学专家、医生、医学爱好者“围观”。

据了解，“大道至简——微创无

剪道剧场”是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
学专业委员会胃肠专业委员会为促进
胃肠道肿瘤微创技术的普及和推广而
开展的微创无剪辑手术视频交流活
动。省人民医院胃肠外二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蔡国豪表示，相对于平时召
开的医疗学术会议，这种无剪辑的手
术直播，为医疗从业者搭建起了一个

“空中交流平台”。当手术中遇到问题
时，能让大家看到医生是如何处理的，
为医疗从业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
台，也为年轻医生提供了学习机会。

海口琼山区帮果农
卖出100多万斤菠萝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叶
媛媛）今天上午，海口市琼山区三门
坡镇果农冯学飞的果园里来了一群
客人，该区农林局组织中国建设银行
海南省分行的工作人员到果园买菠
萝。

据了解，琼山区菠萝种植面积近
2万亩，主要分布在该区三门坡镇。
今年海口不少地区的菠萝出现收购价
低问题，琼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由区农林局牵头，多措并举，帮助三门
坡镇果农卖菠萝。从5月18日至23
日，该区已帮助三门坡镇果农卖出菠
萝100多万斤。

中国建设银行琼山分行行长陈
琼堂介绍，此次建行海南省分行发动
其系统海府地区员工，共向琼山区三
门坡镇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收购4.5万斤菠萝。

琼山区还计划近期组织企业，在
该区政府办公楼前、学校、企事业单位
等人群密集的地方，以优惠的价格开
展菠萝义卖促销活动，让更多的爱心
人士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荔枝、芒果、菠萝同比增产20%至30%，但收购价偏低

我省多举措破“丰产难丰收”困局

海口市医院直播肿瘤微创手术
搭建“空中手术室”，为医疗从业者提供技术交流平台

海口三门坡高价冰块强迫交易案有了新进展

继3人被捕后又有1人落网

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荔枝销售服务中心，志愿者正在打包荔枝。
今年琼山区荔枝丰产，但存在收购价低问题。琼山区通过大力吸引荔枝收购商到三门坡镇收购，组织近

100名有打包技能的志愿者协助包装荔枝等，确保荔枝销售市场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龙泉 摄
引收购商助荔枝外销

如何举报三亚旅游违法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