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近
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先后发布公告，
宣布开通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
话，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前不
用愁、入学时不用愁、入学后不用愁”。

记者了解到，7月23日至9月12

日每天8时至20时，教育部将开通
2018 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10- 66097980、010- 66096590。
同时，我省也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
线 电 话 ：0898- 66529459、0898-
36666210，有助学问题的学生及家
长均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拟办理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的学子如有疑问，可直接拨打国家开
发银行热线95593进行咨询。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关闭后，高校入学新生仍可继续通过
学校的资助部门咨询政策和反映问
题，也可拨打教育部常年开设的统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10- 66092315、
010-66093315。此外，学生和家长
还可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
（网 址 http：//www.xszz.cee.edu.
cn/）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微
信号：jybzzzx）上查询资助政策及相
关规定。

教育部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10-66097980、010-66096590

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jybzzzx

我省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898-66529459、0898-36666210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
网址http：//www.xszz.cee.edu.cn/

制图/王凤龙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
我省高考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
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在该局的
争取下，截至今日，本科A批及特殊
类型批院校共为我省增加招生计划

284个。其中，本科A批院校增加
152个计划，特殊类型批院校增加
132个计划。

接下来，省考试局还将在录取期
间继续为海南考生争取更多优质的
高校招生计划。

本科A批及特殊类型批院校在我省增加284个招生计划

清华增加10个计划 北大增加4个计划
本科A批院校增加152个计划，特殊类型批院校增加132个计划

增加的284个招生计划构成

清华大学增加10个计划，北京大学增加4个计划，吉林大学及中南大学各增加5
个计划，山东大学增加4个计划，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湖南大学及中山大学各增加3个计划

其中，“211”院校增加165个计划，“985”院校增加72个计划

关注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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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联投·海棠韵住宅区空调及新风系统安装工程招标公

告；2、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
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4、建设地点：项目位于三亚市海棠区A8
片区A8-05-09地块；5、工程规模：本次招标为联投海棠韵项目联排别
墅（5~10#楼）、叠拼别墅（11~16#楼）多联机系统、新风系统（地下室），洋
房（1~3号楼）新风系统（地下室），洋房1号楼左侧首层四户多联机系统
等内容。本次招标内容：新风系统工作内容为新风机、风管及风口等相关
安装工作；多联机系统工作内容为室外多联机、室内风管机之间铜管、控
制线、配管及风管、风口等相关安装工作，室内风管机至调温开关控制线
及配管安装工作。（具体以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为准）。招标控制价：
10933373.44元人民币。计划工期：180日历天。6、申请人资格要求：具备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项目经理
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机电工程专业
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8年7月21
日至7月25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

及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报名时须由拟委
派的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具有机电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
称，本科及以上学历）持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件与资
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执业资格证、职称
证、身份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
（副本）、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近3年财务审计报告、业绩证明
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或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证）、中标公示网页网址链接）、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施工
员、安全员、质量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造价人员）的关键岗位培
训合格证书及身份证、以及以上人员近三个月（2018年4月-6月）缴纳
社保记录证明及个人网上查询依据，证明中必须有相应人员的身份证号
码和社保个人编码。【以上提交的证明材料应年审合格且在有效期内，须
提供原件核对、并提交逐页盖章的复印件两份，复印件需清晰可辨，内容
完整且与原件一致，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写有“（项目名称）招标
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9、联系人：林先生，电话：0898-88275788

2018年7月21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海南金瑞隆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励昌烟花炮竹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债权转让方)与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对文昌华都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和王禄雄等(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及
与债权相关的全部权利，已经依法转让给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债权转让方与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上述所
列债务人等其他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各方，相
关债权及其附属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并进行催收。

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上述所列的债务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公
告清单所列债务人等其他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
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
行债权合同约定的归还本金、支付违约金以及承担任何其他相
关法律文件下设定的义务和责任。截止2018年6月30日，暂
计各债务人合计拖欠债权本金 37207210.50 元，违约金
57060045.96元，迟延履行部分债务加倍利息9985508.05元，
垫交诉讼费用81760.00元，合计104334524.51元。

特此公告。
海南金瑞隆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励昌烟花炮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债权受让方海南强盛宝典置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

式：
联 系 人：杨智海
联系电话：138 1767 5794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六东路22号珍珠裕苑7号

住宅楼14层7145房

本司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两块，
分别为63亩和66亩，两块连片，合计129亩，其中63亩
土地上建有厂房100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
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

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招商公告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演出时间：2018年7月28日、29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31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3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3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7月21日至7月29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洪湖赤卫队》—民族歌剧，薪火相
传，再现革命岁月

海 口 华 康 达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589282329X，法定代表人：林书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
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稽处〔2018〕13号）、《税务行
政处罚决定书》（琼税稽罚〔2018〕10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检
查认定你公司于2015年8月、2015年9月认证抵扣2份已证实虚
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
进项税额，应对已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并补缴增值税
合计9,657.74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
库。逾期未缴，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
条规定强制执行。

若对我局以上处理决定有争议，应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依照本决定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
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对你公司2015年采取虚假

纳税申报手段，少缴纳9,657.74元增值税的偷税的违法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
定按0.5倍比例，处以4,828.87元罚款。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
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
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若对我局以上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决定书
之日起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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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7月2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

号6楼；联系人：褚利川；联系电话：0898-66792163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8〕21号

海南省文昌市罗豆农场场墟立面改造项目位于罗豆农场，建
设单位为海南琼北大草原投资控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
建设单位申请对罗豆农场街道两侧建筑立面等内容进行改造，改
造后建筑主打草原风格，将蒙古草原文化和当地热带滨海大草原
特色密切结合，改造总长度约为1576米，涉及218栋建筑。该方
案已经专家评审通过，基本符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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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7月21日至8月4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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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恒。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海南省文昌市罗豆农场场
墟立面改造》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21日

我司拟将钢材保量自带装卸业务承包项目采取竞争性

磋商方式进行发包，请有意参与的公司在2018年7月21日

9时至2018年7月23日17时，到我司领取竞争性磋商文件，

逾期不予受理。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海南港航控股

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办公大楼。联系人：吴多吉 联系

电话：18689905587 68611620。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
2018年7月21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336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3368号之二
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9月11日10时至2018年9月12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
口市金牛路20号南滨骏园骏翔阁13C2房。

起拍价:1080000 元，竞买保证金:210000 元。增价幅度:
1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9月3日起至2018年9月7日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2018年9月3日上午10至11时(自
行前往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12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

咨询电话: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8日

海口市龙华区2018年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小学教师通告

经龙华区政府同意，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财政预算

管理事业编制小学教师100名。具体详情请登录龙华门

户网站（网址http://lhqzf.haikou.gov.cn/），报名时间

2018年8月3日9:00-8月7日17：00，逾期不受理，咨询

电话：0898-66568646。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2018年7月20日

海口市龙华区2018年
公开招聘幼儿园教师通告

经龙华区政府同意，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财政差额

预算管理事业单位幼儿园教师45名。具体详情请登录

龙华门户网站（网址http://lhqzf.haikou.gov.cn/），报

名时间2018年8月3日9:00-8月7日17：00，逾期不受

理，咨询电话：0898-66568646。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2018年7月20日

我省办结群众环境信访
举报件2201件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胡国林 实习生林晨）记者今天从省环境保护督察
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获悉，截至7月20
日，我省共受理的群众环境信访举报件2358件
中，已办结2201件，办结率为93.34%，责令整改
责任主体1794家，立案处罚649家，罚款3940万
余元，立案侦查19件，拘留49人，约谈488人，问
责297人。

与上期统计相比，此次最新统计的已办结案
件中，文昌市增加9件，共计增加9件；约谈人数
文昌市增加8人，共计增加8人。

按照省委、省政府持续抓好环境保护督察后
续工作的安排部署，我省建立群众信访投诉办理
常态长效机制。中央环保督察举报电话和邮箱关
闭后的环境信访举报，统一由“12369”环保热线
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投诉举报渠道24
小时畅通。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符晨曦 王昱程

“哐！”近千平方米的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大法庭现场，法槌
应声而落，坐在被告席上的保亭畜牧
兽医与渔业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石
永成闻声一颤，台下150余名该县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发案单位全体干部
鸦雀无声。

7月18日上午9时，保亭畜牧兽
医与渔业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石永
成受贿案在保亭县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与以往不同的是，保亭县纪委县
监委组织该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发
案单位全体干部参加旁听，将庭审现
场变成了零距离、面对面的廉政警示
教育课堂。

“被告人石永成，于 2016 年至
2017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

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5.3万元
……”当天上午，记者在庭审现场看
到，随着公诉人出示多份证据向法庭
举证，在庄严的国徽之下，被告人石永
成当庭认罪，后悔不已。

“昔日主席台上容光焕发、对我们
谆谆教诲的领导，如今却头发花白、神
情黯淡地坐在被告席上，心里很为他感
到惋惜，也很受教育。”保亭畜牧兽医与
渔业局一名干部在庭审结束后感慨道。

“相比隔着电视屏幕观看违纪违
法案例，这种以‘身边事’‘身边人’作
为活教材的方式，会让人感官上受到
更大的刺激，组织干部旁听庭审达到
了发人深省、教育震慑的作用。”保亭
县纪委县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组织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及发案单位的干部参加职务犯罪案件
庭审旁听，是保亭预防干部腐败推出
的一项创新举措。

石永成受贿案是保亭实施监察体
制改革以来的首例留置案件，涉及扶
贫领域，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办案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次庭审现场也是
业务讲堂，我们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参
加旁听，让他们进一步了解法院量刑
依据，提升办案能力，避免大案化小、
小案化了等问题的发生。”保亭县纪委
县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保城7月20日电）

保亭县纪委县监委推出预防干部腐败新举措

庭审现场变“廉政教育课堂”
白沙纪委启动
“双向讲评”活动
提升监督执纪能力水平

本报牙叉7月20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 通讯员王常伟 吴小凤）“县纪委县监委机
关对乡镇纪委开展廉政家访活动少，对基层纪检
干部业务指导不足”“乡镇纪委纪检监察信息撰写
积极性不高、创新性不强”……白沙黎族自治县纪
委县监委日前在牙叉镇开展首次“双向讲评”活
动，参与讲评的县纪委县监委机关有关负责人和
各乡镇纪委书记面对面查纠问题，整个讲评过程
既真诚又有“火药味”。

据了解，近日白沙纪委出台了《白沙黎族自治
县纪检监察系统双向讲评制度》，明确每半年开展
一次“双向讲评”活动，提升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
纪能力水平。开展“双向讲评”活动，按照“提问
题、帮整改、促提高”的原则，由县纪委县监委机关
有关负责人和各乡镇纪委书记围绕履职能力、工
作作风、自身建设等方面内容，客观公正、不遮不
掩、直截了当开展互评。

首次开展的“双向讲评”活动查摆出“乡镇纪
委对扶贫领域问题重视不足”“县纪委县监委机关
开展廉政家访少、下基层调研较少、对乡镇纪委干
部关心不够、业务指导不足”等多方面问题。针对
存在问题，白沙县纪委县监委要求各有关部门加
紧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对敷衍了事、整
改不力的相关责任人将按规定严肃问责。

我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7部门合力
为中小学生“减负”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
田）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民政厅、省
工商局、省公安厅、省卫计委、省食药监
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建
立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联席
会议制度，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打好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组合拳”。

日前，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
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省教育厅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了《海南省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行动方案》，并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讨论推进我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工作。

据了解，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联席会议的成员包括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公安
厅、省卫计委、省食药监局，根据工作需
要，可进行增补，或邀请其他相关部门
列席。联席会议的主要工作职责有：统
筹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研
究出台相关政策，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加强
部门间协作，及时总结实施成效，推广
先进经验和做法；完成相关部委和省
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咨询资助政策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