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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诚聘英才
本公司为输变电工程公司，现因业务拓展需要，诚聘业内精英加

盟。招聘职位：1、技术总监1名：底薪20000元，奖金面议，有20年以
上的电力行业管理经验，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工程的设计施工，
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证书。2、业务员5名：有电力工程相关业务
经验者优先。3、招投标专员2名：10年以上招投标工作经验，熟悉投
标文件及竣工资料编制，熟悉输变电各类资质证书升级、延期，人员
证书注册、延期等工作流程，月薪5000元-10000元，有二级及以上
建造师资格证书者优先。4、电力工程设计人员5名：性别不限，熟悉
电气专业知识，有从事输变电工程设计5年以上经验，熟练使用
CAD，天正等相关绘图软件，月薪5000元-10000元。

电话：13976683223袁，15120793209刘，68537988，E-mail:
hainanmaidi@vip.163.com 地址：海口市世贸中心F座702室

海南迈迪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新组建的县属
国有企业，隶属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管理。因开展工作需
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名、投资发展部经理1名、财务审计部
经理1名、办公室主任1名、市场营销部经理1名、项目管理运营
部经理1名。

每一名应聘人员只能应聘一个职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
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
16日，上午8:30-12:00，下午2:40-5:30（网上报名不受此限

制），现场报名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大楼3楼县委组织部

干部科。网上报名邮箱：ldgkzp@163.com。

具体职位要求及有关招聘程序请登陆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民 政 府 网（http://ledong.hainan.gov.cn）或 乐 东 党 建 网

（http://www.lddj.gov.cn）查阅。

咨询电话：（0898）85521011

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2018年6月1日

公 告
公开招聘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公 告
尊敬的用户：

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18年6月5
日20时至2018年6月6日8时期间进行系统优化升级，由此将
影响部分时段业务办理，具体如下：

1、2018年6月5日20时至2018年6月6日8时期间无法办理
入网、补换卡、销户、实名补登、业务变更、话费和详单查询等业务。

2、2018年6月5日0时至2018年6月7日0时期间无法办
理携号业务（转入和转出）。

如您有上述需求，请提前办理相关业务。由此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二0一八年六月一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委拟按程序对《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D-09-1地块用地界线进行更正。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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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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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D-09-1地块用地界线更正》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日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将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资产（债权及其担保等从权
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
及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18608943666 。
特此公告！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0一八年六月一日

注：1、下表中的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
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书为准。

序
号

1

2

债务人

海南领时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海南冶通
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22010203-2013 年
（新华）字0013号。

2013 年（信用证总
协议）0002号；
22010203-2014 年
（新华）字0043号；
0220100084- 2014
年（新华）字 0045
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单位：元）

195,574,076.00

177,208,239.00

利息（单位：元）

21,159,450.3

48,282,089.00

担保人

海南领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雄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李玉民、王琪。

青岛领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领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李玉民、王琪、李
瑞海、李娴。

担保合同编号

22010203-2013年新华（抵）字0014号；
2013年新华（保）字0003号；
2013年新华（保）字0002号。

22010203-2012年新华（抵）字0011号；
22010203-2014年新华（抵）字0008号；
22010203-2013年新华（保）字0004号；
22010203-2013年新华（保）字0005号；
2014年新华（保）字0004号；
2014年新华（保）字0005号；
2014年新华（保）字0006号；
2014年新华（保）字0007号；
0220100084-2014 年新华（保）字 0011
号；

债务人的债务清单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币种：人民币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日前，三亚市天涯区粮油公司小
区居民楼管道爆裂，污水横流，严重影
响了周边环境与百姓生活。友谊社区
网格长陈壮巡查时发现了这一问题，
并及时通过“天涯区网格化管理系统
APP”反映情况。天涯区城管部门及
时派来抽水车将污水抽干，安装新污
水管，这一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毁绿占绿、车辆占道、垃圾堆放
……这些影响城市品质的“微痛点”，
从侧面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治理管理
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更与百姓生活
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

近年来，三亚以人民为中心，主
动创新方式方法，实行“片长+网格
长+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机制，
通过强化考核追责制、完善网格化管
理、创新购买社工服务等方式，解决
民生问题、保障民生福祉，由点及面
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积极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鹿城文明之
风劲吹。

建章立制：
创新电视问政落实责任

针对三亚部分社区、集贸市场、
中小学校等点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力度松懈等

问题，5月2日晚，在三亚电视问政节
目《责任面对面》录制现场，根据该市
首次“创文巩卫”模拟测评成绩，排名
倒数的社区（村）分片长及包点单位
责任领导共计12人公开致歉检讨，
并承诺将对标整改，推动责任落实。

通过媒体平台，借助社会力量强
化监督考核，这是三亚着力提升城市
治理管理水平、树立文明新风尚的一
个缩影。在该期《责任面对面》节目
中，三亚直面核心问题，曝光了硬件
缺失短板明显、常态化城市管理不
足、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等严重影响
城市文明形象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与热议。

事实上，作为一座快速发展中的
城市，三亚面临着社会事业发展和民
生领域存在欠账、社会文明程度有待
提高等“成长烦恼”。如何精准击破
城市发展的痛点、难点？三亚注重顶
层设计，通过建章立制、明确责任、电
视问政等举措，强化督查考核问责机
制。今年初，三亚还成立了社会文明
大行动暨创文巩卫工作领导小组，由

“一把手”担任组长，联动各相关部门
参与，统筹推进创文、巩卫、宣传教
育、督查考核等工作，突出重点、对症
下药，着力解决好短板问题，推进文
明工作常态化。

“三亚要抓突出问题整改，以整
改促提高，以最严格的考核、最严厉

的问责，推动‘创文巩卫’责任落实，
广泛发动市民群众参与，加快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管理
水平，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三
亚市委主要负责人说。

多元共治：
网格化促进管理精细化

轻点鼠标，切换屏幕，三亚市主
要街道、社区的实时情况一目了然。
在三亚市天涯区联合指挥中心内，多
个大屏幕连接着市公安视频图像信
息应用平台，智慧化、精细化管理模
式令人眼前一亮。

“2017年，天涯区全面实施网格
化管理，借助大数据系统创新社会管
理工作，各村（社区）网格长、网格员
日常巡查发现问题，通过网格化管理
系统APP报单，经网格化系统派单
至网格内的交警、住建、环保、城管、
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相关人员处
理，不在系统内的单位我们将通过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反馈问题，努力
实现社区服务管理的全覆盖、全天
候、零距离。”三亚市天涯区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纪丽萍说。

此外，针对百姓生活中的“微诉
求”“微烦恼”，三亚聚焦民之所忧，实
现线上互联、线下合作，着力实行“片
长+网格长+12345政府服务热线”

的城区管理机制，打造多元共治新格
局。其中，三亚通过打造12345热线
平台倾听百姓声音，把150余家职能
单位纳入城市治理管理体系，限时处
理棘手难题；将城市细分成16个大
片区、67个小片区和408个网格，加
强监督排查，片长、网格长化身“多面
手”“万事通”，将城市“疑难杂症”在
基层末端解决，并推动网格化管理由
城区向农村延伸，不断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普惠民生：
联动社会力量传递温暖

扶贫，要扶志，还要扶智。自身
发展动力不足，破解“等、靠、要”思想
难题是关键。“去年，天涯区在全省率
先引进社工参与扶贫，借助专业的社
会工作帮扶方法，给贫困户心理辅
导，治愈心灵创伤，并通过资源链接，
寻找到符合贫困户实际和特点的脱
贫方式，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三亚
市天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该区
创新管理模式，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引入第三方社工组织，全面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并设立固定的扶贫社
工服务站，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一年多前，三亚市天涯区台楼村
村民黄德强为治疗喉癌，耗尽了积
蓄，还面临缺资金、缺产业、缺技术等

发展难题。该市党员干部、驻村扶贫
干部联动社工，为他带来了帮扶物
资，并通过社工专业的心理辅导、亲
情陪伴等方式，“手把手”帮助他重拾
起生活的信心。

“2017年，天涯区投入了1405
万元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服务范围涉
及社工综合服务站、禁毒（康复）服
务、扶贫社工服务、区域化团建项目、
就业保障、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社会
组织孵化等，今年预计将投入2300
万元，购买社工服务实现全区覆盖。”
三亚市天涯区民综局局长汪佳良说。

如今，借助社会力量，困难群众
有了全方位亲情陪伴，青少年有机会
参与特色课堂、老年人通过兴趣小组
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社工服务贴心、
温暖人心。

三亚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的创新
举措还不止于此：补齐民生短板，三亚
通过“双修”升级版提升城市内涵与颜
值；聚焦城市热点，建立“一二四”治旅
体系，创新旅游市场治理管理；优化城
市治理，三亚建立“路长制”，实现“一
警多能”，破解交通难题……

“三亚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有关部署，全面深化社会文
明大行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扛起三亚担当。”
三亚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

三亚通过强化考核追责制等方式，由点及面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

破难点除痛点 细微之处见真章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 姚少龙 记
者良子）5月30日，由省公安厅、省
教育厅、省文明办主办，南海网承办
的“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
园行”中学生交通安全主题演讲总决
赛在海南华侨中学举办。经过初赛、
复赛选拔出的20位选手进入当天的
总决赛。最终，来自东方市八所中学
的符熙媛以96.75分的成绩获得比
赛第一名。

“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
校园行”海南省中学生交通安全主题
演讲比赛自4月25日启动以来，经
过征选、初赛、复赛，最终评选出20
名选手晋级总决赛。

总决赛现场，20位参赛选手，围
绕交通安全主题，联系身边人、身边
事，通过一个个真实的交通安全事

例，向现场听众阐释了生命的可贵、
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呼唤广大师生
和市民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彻底告别不文明的交通行为。

来自东方八所中学的学生符熙
媛以《斑马线 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为
题进行演讲。符熙媛的演讲从小小
的斑马线说起，倡导文明交通，抵制
交通陋习。她说：“斑马线是我们生
命不可受之轻的文明线。”符熙媛现
场发出倡议：让文明礼让在美丽的海
南岛上蔚然成风，让交通安全之花盛
开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节。

符熙媛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很多
资料，触目惊心的数据，我深刻地了解
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今后，我要以
身作则，呼吁身边的朋友、亲人都要自
觉地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决赛现场，评委团根据选手的演
讲内容、演讲技巧、仪表形象、演讲效
果、时间掌握5个方面评分标准，进
行现场打分。最终选出本次比赛的
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

参赛选手普遍认为，此次赛事不仅
强化了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使之养成
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同时也充分
发挥“小手拉大手”的宣传效应，提升交
通安全宣传效果和社会效果。

省交警总队新闻发言人周平虎
表示，中学生群体是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的重要群体，同时也是交通安全的
重要保障对象。通过演讲比赛的形
式，对广大中学生开展交通安全知识
的教育，促进青少年学习、遵守交通
法规，增强青少年交通安全自我保护
意识，同时营造校园交通安全的良好
风气。下一步，我们还将开展“交通

安全进校园”系列活动，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交通安全的教育中，营造出全
社会共同关注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

我省中学生交通安全主题演讲比赛结束

倡导文明交通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我省大力推进
控烟工作
8家戒烟门诊提供戒烟服务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符
王润）今天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
我省各地纷纷举办相关宣传活动。

记者了解到，我省除12320卫生热
线为戒烟者提供规范的戒烟服务外，还
在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等8家三级医疗机构开设了戒烟门
诊，为戒烟者提供戒烟咨询等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控烟工作取
得一些成绩，但公众对二手烟危害的
认识仍不全面，对吸烟会导致中风、心
肌梗塞和勃起障碍的认知度较低，控
烟形势依然严峻，需要政府、社会和个
人的共同努力。

据悉，我省在控烟方面也进行了诸
多努力。如在《“健康海南2030”规划纲
要 》中提出“2030年前实现公共场所全
面禁烟，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15%以下”的目标；开展无烟场所创建活
动；开展医疗机构戒烟干预服务等。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
获批为离境退税商店

本报万城5月31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卓琳植）记者今天从万宁市获悉，近日，万宁首创
奥特莱斯正式获批为离境退税商店。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位于海南东线高速万宁区
域兴隆/神州半岛高速路口往兴隆方向1公里处，
作为万宁最核心的商业文化项目，该项目建筑面
积约10万平米，提供近2000个停车位，目前已引
进近两百家国际国内一线品牌折扣店，具价格竞
争优势。

“离境退税”，是指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
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在离境口岸离境
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退还增值税。

据万宁首创奥特莱斯项目负责人介绍，即日
起，符合条件的境外顾客在万宁首创奥特莱斯购
物后，填写相应表单，即可在离境口岸办理退税服
务。目前万宁首创奥特莱斯购物退税申请办理处
位于东门客服中心。

我省举办海南省
少儿交通安全绘画大赛
20幅优秀绘画作品出炉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5月28日，由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文
明办主办，南海网承办的海南省少儿交通安全绘
画大赛经过经专家评审以及结合活动网页公开投
票，20幅优秀交通安全绘画作品出炉。

此次征集活动以“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为主
题，从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全省各小学师生的积
极响应，同学们踊跃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出一批
题材丰富、视角多样的绘画作品们，共收到参赛作
品535幅。其中包括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铅笔
画等形式多样的绘画风格。

省旅游委在江苏
举办旅游推介会
邀江苏游客来琼“深呼吸”

本报南京5月31日电（记者邓钰）今天，由
省旅游委主办的2018海南国际旅游岛（南京）旅
游专场推介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推介会上，
我省着重推介了十大旅游产品体系，向江苏游客
发出“请到海南深呼吸”的邀请。

推荐会上，我省向江苏当地旅行社、媒体和市
民展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据了解，海南依托
海岛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打造了一批
主题各异的文化旅游景区，全省拥有国家级A级
景区53家。同时，海南不断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打造了一批精品旅游小镇和乡村旅游点，备受关
注的三亚亚特兰蒂斯今年4月正式开业。此外，
明年还将有长影100、富力海洋欢乐世界等大型
旅游综合体在海南投入运营。

此外，现场还播出了海南会奖旅游、婚庆旅
游、免税购物旅游、房车休闲旅游、邮轮旅游等多
种旅游产品的主题宣传片，让当地客商和游客充
分了解海南旅游资源，品味海南曼妙的自然风
光。当地不少旅行社表示，此次推介会让他们系
统地了解海南旅游产品和市场，将促使其进一步
加强与海南相关企业的合作。

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推介会，旨在
学习江苏旅游行业建设和宣传的先进经验，同时
进一步加强双方旅游部门和企业间的合作，邀请
江苏本地旅行社和媒体多加推广海南的旅游线路
和产品，吸引更多的江苏游客来海南“深呼吸”。

一等奖

符熙媛 东方市八所中学

二等奖

赖映舟 三亚市第四中学
陈贤文 琼海市嘉积中学分校

三等奖

寇文 三亚市第一中学
王其龙 海南海政学校
陈烨 海南华侨中学

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