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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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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海南文昌商贸物流
园”项目位于文城镇文琼公路东侧、东环高速铁路西侧地段，总
用地面积218530.34 平方米。其中文昌现代商贸物流园二期
1#楼项目已经取得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在不突破原批建面积
的前提下，根据运营需求申请调整1#楼建筑方案。经我委组织
专家论证，原则同意该项目1#楼建筑方案调整。具体建设指标
调整情况为：1#楼原批总建筑面积26425平方米，其中计容建
筑面积 2261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809 平方米，停车位48
个；现调整为建筑面积 23586.1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19240.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238.56平方米，停车位86个；
该项目规划指标按批准实施的《海南文昌商贸物流园修建性详
细规划设计》整体平衡，调整内容符合要求，具体内容详见附
图。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对该项目方案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8月2日至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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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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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静。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海南文昌现代商贸物流园二期
1#楼”项目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2日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8]17号

海南长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老城国用(2012)第
14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登记座落为老城经济开发区美
伦东侧、南一环路北侧，登记面积5425.83平方米，该土地权利人
已于2018年6月21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
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海
南长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老城国用(2012)第1413号土地
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
材料送达我局地籍岗(电话: 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
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证，原证作废。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琼海市官塘区官塘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B-06-7、B-
06-8、B-06-12、B-06-14地块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官塘区官塘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B-06-7、B-06-8、B-

06-12、B-06-14地块规划条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
位于官塘组团西南侧，官塘大道以西。现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规划控
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8月2日至9月12日）。2、公示地点：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
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
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1日

诚征土地合作方启事
我公司是天津泰达集团海南全资子公司，2003年

进驻海南市场，相继开发“比华利山庄”和“泰达·天海国

际”两个项目。为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寻求进一步发展，

现寻求持有相应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进行合作，具体

要求为：

一、持有海南省内各市县尤其是海口及周边、澄迈

老城的住宅或商住用国有土地，产权清晰、无经济纠纷；

二、可洽谈土地转让、增资入股、股权转让等合作方

式。

有意者请与沈小姐联系，合则约谈。
联系电话：18689863160 13807697811
特此启事

海南泰达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日

为推进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延长线征地项目
征收补偿工作，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公开邀
请评估机构参与白驹大道延长线征地项目评估工作。为确保
评估机构招选的公平、公正、公开，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评估目的：为项目征收补偿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延长线征

地项目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附属物。
三、报名条件：报名机构及其评估人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产评估法》的相关规定。报名机构应于海南省住房城乡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备案证明中标注的资质等级为三
级以上（含三级）。

四、报名应提交的材料：
（一）提交材料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评估机构委托书。
（二）评估机构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原件。
（四）海南省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的备案证明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身份证、执业注册证复印件。
（七）评估机构出具诚信承诺书，承诺本次报名材料真实有

效，并承诺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因违法行为受到主管部门或
行业部门的处罚。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五、选定方式：由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

向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延长线征地项目被征收人公示本次报名
评估机构信息，组织被征收人选定评估机构。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18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5日。
（二）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1号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

府办公楼一层105室。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689855595。

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
2018年8月2日

关于邀请评估机构开展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白驹大道延长线征地项目评估工作的公告

海南法院系统招聘聘用制
书记员有关情况的公告

根据审判工作和司法为民需要，海南三级法院拟向
全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385名，其中招聘黎族、苗
族、回族人员24人，精通海南有关市县本地语言人员48
人。报名时间为8月7日至9日（共三天）。报考的资格条
件、招聘程序及相关事宜详见天涯法律网站《2018年海南
法院系统聘用制书记员招聘公告》。望符合报考条件的
人员踊跃参加。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2018年8月2日

海口市粮食局下属事业单位
海口市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

2018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现面

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名额

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名（专业技术岗位2名）。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8月16日上午8:00-8月22日下午17:00。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报名地址：海口市粮食局人事处邮箱gjy@haikou.gov.cn。

详情请登录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网站、海口市粮食局网站查阅。

咨询电话：0898-68725330。

海口市粮食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8月2日

海 南 亿 杉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9028MA5REMBN5L,法定代表人：黄海燕)：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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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
知书》（琼国税三稽检通一〔2018〕1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税
国税三稽通〔2018〕2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
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7年6月7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
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的，将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税务检查通知书》的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周青转、吴朝玲等人，自
2018年5月14日起对你（单位）2017年6月7日至2017年12月
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
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
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8月2日

联系人：周青转、吴朝玲；联系电话：66264775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501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24号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刘
诗平）继7月份以连续18天高温预
警结束，8月份我国江南等地的天气
继续以高温预警开场。与此同时，降
雨作为夏天另一种显著的天气现象，
在西南等一些地区持续。

中央气象台1日发布高温黄色预
警，1日白天，京津等地最高气温35-

36℃，内蒙古中西部、辽宁东部、江西中
部和福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37-39℃，局部地区可达40℃。

高温预警同时显示，1日白天，
吉林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
江南大部、重庆中部、广东东部等地
最高气温有35-3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

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减小、强度减
弱，北方地区高温将持续。

气象专家提醒，民众外出时须注
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户外作业人员
须特别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与高温同样显著的另一种天气
现象，是一些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

预报显示，西南地区降雨将持

续。未来三天，四川盆地、云南、贵
州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黄淮
西部、江淮西部、江汉、江南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2日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
将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将先
后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此外，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
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云雀”将
于3日早晨到上午在浙江象山到江
苏启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
弱。受其影响，2日起，江淮南部、江
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有中
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抗热消暑
千万别入

2012年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
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高温津贴标准
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江西、
四川、天津等5省市相继调整高温
津贴标准，成为继2013年之后，调
整省份最多的一年。记者梳理发
现，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印发以
来，至少22个省区市调整过高温
津贴标准。

今年调整后，江苏高温作业人
员、浙江企业室外作业人员的高温
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江西
为高温作业人员设定了不低于300
元的基准线，共同刷新了此前由山
西、江西保持的每人每月240元的

最高标准。四川省的高温津贴标
准也由每人每天8元至12元，上调
为每人每天10元至18元。天津市
根据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进
行动态调整，标准由每人每天29元
提高到每人每天31元。

有的省份探索简化计发方
式。长期以来，各地高温津贴发放
政策不一，在计算方式上，有的按
月计算，有的按天甚至按小时计
算；在工作岗位上，有的还区分了
室外作业、室内高温作业、室内非
高温作业等。

今年，浙江省把过去的企业高
温作业、非高温作业、一般工作人
员三类标准，简化为企业室外、室
内工作人员两类，室内工作人员也
可领取每人每月200元的高温津
贴。江西允许用人单位自主选择
高温津贴的计发方式，既可按月也
可按天计发，对于非全日制用工还
规定了每小时不低于3元的计发
标准。

多地调整高温津贴政策
上调标准、简化计发

多地持续高温

劳动者高温津贴拿到手了吗？
近期，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天津等5省市陆续调整高温津贴标准，其中浙江、江西还简化了
计发方式。各地劳动监察部门今年专项检查发现，仍有部分高温作业劳动者没有拿到高温津贴。

据了解，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每年夏季都会在全国组织开
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
险法律法规情况的专项检查，高温津
贴是检查重点之一。今年的专项检
查正在进行中。

到7月下旬，西安市检查各类用
人单位1142户，涉及高温作业劳动者
3.05万人，其中796户用人单位为2.7
万名劳动者支付了高温津贴，有
11.5％的劳动者未按时领到高温津
贴；南京市劳动监察部门通过高温执
法检查，已协调处理案件154件，帮助
500余名劳动者解决了实际问题。

广东省东莞市人力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的专项检查仍在进行，
去年检查用人单位4017户，未依法发
放高温津贴的有22户，违法企业数量
大幅减少。

记者调查发现，高温津贴权益受
损时，部分劳动者担心得罪单位、丢掉

“饭碗”，选择沉默。位于武汉的中建
三局华科光电信息大楼项目部党支部
副书记潘妍君说，项目工地上有400
多名工人，她发现一个劳务公司没有
及时发放高温津贴后，主动联系涉及
的十几名工人，结果工人“担心为了一
点小钱得罪劳务公司”，不愿作证。

一方面劳动者有顾虑，另一方面，
企业的违规成本较低。目前，广东、山
东等地出台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对
未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的行为明确
规定，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
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按照规定，即便被劳动监察部门
查处，企业只要及时补发，即可免除罚
款。近日，青岛市劳动监察部门就查
处这样一起案例，一家企业未向127
名职工发放 6 月份高温津贴共计
17780元，但按规定只能先下达《劳动
保障监察建议书》，责令企业补发。

据了解，过去不少涉及高温津贴
的案件胜诉率偏低，原因在于举证责
任不清，劳动者想要证明其工作环境
达到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并非易事。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明确高温津
贴发放纠纷举证责任，保障劳动者权
益。江苏、广东等地规定，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作业情况及高温
津贴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东莞市司法局今年5月公布的一
起案例显示，东莞某工艺制品厂的注

塑部组长李某，因厂方不发高温津贴
与厂方发生争议，被无故辞退。法院
审理认为，企业虽安装了抽风机、冷风
机等通风降温设备，但未能提供充足
证据证明6月至10月期间将李某工
作场所的室温降到了33℃以下，且未
能证明已向李某支付过高温津贴，最
终被判处支付高温津贴、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4万多元。

多位基层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相较于农民工工资和社保，高温

津贴数额较小，平时并非执法检查的
重点。有些地方对拒不发放高温津贴
企业的查处，主要靠职工举报和投诉，
甚至存在“民不举，官不究”的现象。

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表
示，高温津贴是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并非可发可不发的“福利”，不按规定发
放高温津贴等同于拖欠工资。有关部
门应严查少发、拒发高温津贴的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
梁晓飞 黄浩苑 徐海波 王飞航）

专项检查发现部分劳动者未领到高温津贴，有的担心举报“丢饭碗”

拒发高温津贴就是欠薪，一些地方明确产生纠纷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8月天气继续以高温预警开场

高温与降雨 我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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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一名小女孩在青岛第一海水浴
场戏水。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三大误区三大误区

主宰主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炎炎夏日，人们抗热消暑的方法五花
八门。不过，一些常见的“抗热措施”和

“消暑方法”并不科学，有的甚至对身体有
害。相关专家指出，以下三种抗热消暑办
法是常见的误区。

误区一：喝啤酒解暑——“夏天最有效的解
暑方法是喝冰镇啤酒，弄两个好的下酒菜，喝起
来才叫爽！”

专家指出，啤酒虽然酒精含量少，但如果一
次喝得过多，进入人体的酒精含量也与喝白酒
差不多。夏天气候炎热，人体出汗较多，消耗也
大，易疲乏，如果再不断地喝啤酒，由酒精造成
的“热乎乎”的感觉也会持续不断，口渴出汗现
象将更加厉害，不仅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会
降低人的思维能力和工作效率。

误区二：太阳镜颜色越深越好——“夏天外
出，我是靠视觉来减轻炎热感觉的，深色的太阳
镜能保护眼睛！”

专家指出，夏季外出，戴上太阳镜的确感到
一种凉意。但如果镜片颜色过深，会严重影响
能见度，眼睛因看东西吃力而容易受到损伤，也
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专家建议，夏季选
择太阳镜的标准是：镜片应能穿过15％至30％
的可见光线，以灰色和绿色为最佳，不但可抵御
紫外线，而且视物清晰度最佳，透视外界物体颜
色变化也最小。

误区三：大汗淋漓时冲凉——“夏天特别热
时，我就喜欢冷水冲凉，感觉效果很不错！”

专家指出，炎夏外出活动时，人体吸收了大
量的热量，肌肤的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冲凉会
使全身毛孔迅速闭合，使得热量不能散发而滞
留体内，从而易引起高热症。同时，冲凉时，因
脑部毛细血管迅速收缩，也易引起供血不足，使
人头晕目眩；冲凉过后，人体抵抗力降低，感冒
易“乘凉而入”。正确的做法是，外出回家，先让
自己出汗，待身上的热散发过后，再洗冷水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