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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升级，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海南省互
联网产业风险投资海口市子基金管理机构，公告如下：

一、基金情况：本基金为海口市财政互联网专项资金与社会资本
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政策性基金，致力于互联网+行业的投资，现面
向社会征集基金管理机构。

二、申报基本条件：1、具有基金管理资质，注册资本不低于500
万元人民币；2、基金管理机构出资额不得低于基金总额的1%；3、在
海南省登记注册并有固定营业场所；4、具有专业基金管理团队。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报名时间：2018年8月20日至8月25日。
报名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五楼海口市财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其他事项：1、申报单位除了满足以上基本条件外，还需提供

其他相关资质证明和文件，具体请联系我司咨询。2、申报单位以在
申报截止日之前书面函达我司为准。

咨询电话：0898-66773570，联系人：吴先生。
海口市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0日

关于公开征集2018年海南省互联网产业风险投资海口市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公告

海航豪庭二期A08地块设计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海航豪庭二期A08地块项目位于国兴大道北侧，于2015年9月经

我委批建，批建8幢住宅楼及配套商业。现建设单位申请以下变更：1、
取消北侧地面停车位，增加地下停车位，总停位增加至957个。2、1-2#
楼第20层露台、第21层阳台局部微调，3-4#楼第22层露台推拉门位置
微调。经审查，调整方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目前变更方案
涉及的住宅已征得业主的同意意见。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8月 20日
至8月31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
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20日

华盛·中央公园国际公寓设计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华盛·中央公园国际公寓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起步区1702

号地块，于2016年1月11日经我委批建，批建2幢地上32层、地下2层
住宅楼及配套商业。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1-3#楼商铺布局，经审查，
调整方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目前变更方案均征得商铺已
销售业主的同意意见。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8月 20日至8月31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
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
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20日

以下单位向我局所借的财政资金逾期未偿还，现予以公告催
收，请以下各单位将以下所借的财政资金于2018年9月26日前
偿还给我局，以便按时归还给海南省财政厅。特此告知

2018年8月1日

附：文昌市财政局开户行及账号
单 位：文昌市财政局财政性资金
开户行：建行海南省分行文昌支行营业部
账 号：46001005436050003454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昌市对外贸易公司
文昌市海文螺旋加工厂
文昌市荣旺贸易公司
海文生物工程公司

文昌市原种场
文昌市渔业联合公司

文昌市种子公司
文昌市罐头厂

文昌市畜禽饲料厂
文昌市饲料厂

本金100000元及利息
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
本金90000元及利息
本金800000元及利息
本金50000元及利息
本金20000元及利息
本金20000元及利息

本金1220000元及利息
本金10000元及利息
本金25000元及利息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序号 借款单位 所借财政资金（元） 到期时间

文昌市财政局催收到期债权告知书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文昌市劳动服务公司
竹山良农场

竹山良联营场
市畜牧制药厂

市工业局
文南商场

文昌市海藻场
农业原种场

畜牧科技开发公司
文昌苏秀养殖有限公司

琼发工贸有限公司
琼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金227882元及利息
本金89956元及利息
本金125000元及利息
本金33000元及利息
本金2841000及利息
本金59250元及利息

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
本金227500元及利息
本金370000元及利息
本金736800元及利息
本金450000元及利息
本金50000元及利息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4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序号 借款单位 所借财政资金（元） 到期时间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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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8月18日、19日
在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龙华区城
西镇苍东村的蔬菜基地采访时看到，
菜农正在抓紧时间抢排积水、抢种新
菜。同时，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人员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菜农
对受淹菜地进行消毒、翻晒。

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台风“贝碧嘉”
影响，海口从8月9日开始连续降雨，
蔬菜基地受灾严重。据统计，截至8
月16日，海口全市51个蔬菜基地受
灾，面积1.62万亩；该市蔬菜受灾总
面积 2.12 万亩，占灾前种植面积的
87.6%。

8月18日上午9时许，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海口市桂林经济开发区洋东
排村的一个蔬菜基地，5台抽水机正
开足马力从农田里往外抽水。农田里

的水已基本被抽干，田垄上的上海青、
小白菜等叶菜大多被水泡烂。

“我们从9号起就24小时抽水，5
台抽水机全部用上了，每台机器每小
时可抽水380立方，期间损坏了3台，
修好后又立刻拿来用。抽水之前我们
还租了挖机，疏浚了农田旁的排洪沟，
以加速排水。”基地负责人王文介绍，
眼前的这块菜地共120亩，全部种的
是本地叶菜。因排水及时，有三成种
在地势较高处的叶菜“幸存”了下来。

在该基地的一处大棚内，地上全
是泡烂的菜心，工人正背着打药箱在

喷洒农药。“先把农田里的水排干，清
理掉残株烂叶，再喷洒农药，这样消毒
效果才好。”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研究员陈胜说。

在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的一个
蔬菜基地，虽然农田里的水基本退
去，但叶菜也已被泡烂。“近一周时间
每天下雨，水完全排不出去。”来自广
西的菜农黎锦强说，苍东村为砂土
地，以往下雨结束后一个小时就排干
了。“这次被淹一是因为雨量大，二是
因为农田旁拓宽道路，造成排洪沟排
水不畅。”

对此，海口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协调水务部门加强易涝菜地，
如秀英区龙头洋、马坡洋，琼山区七水
洋的整治。同时，加强和相关部门沟
通，减少因基础设施施工对农田水利
的影响。

不远处的菜地里，工人正在用机
械翻土，为播种做准备。菜农刘莲珍
说：“我们都想尽快种菜，弥补之前的
损失。现在叶菜越早上市，越能卖出
好价钱。”

陈胜提醒，因农田经过雨水长期
浸泡，菜农不能一味追求抢种速度。

应该先把土地翻晒一段时间，然后用
药消毒，否则会留下病原菌，最后导致
烂叶、烂根等情况出现。“菜农可以在
地里撒上生石灰，以加快消毒速度。”

截至8月19日，海口菜地排涝面
积达 2758 亩，蔬菜播种面积共 860
亩，其中叶菜播种面积804亩。预计
8 月 20 日，该市本地蔬菜上市量
119.05吨，其中叶菜上市量64.7吨。
同时，海口明确灾后蔬菜恢复生产工
作目标任务，到9月3日，全市抢种蔬
菜10795亩，其中叶菜8443亩，使蔬
菜生产恢复到灾前水平。

菜农抓紧时间抢排积水、抢种新菜

海口计划20天抢种蔬菜10795亩

定安梅种村连续11年
为学子发放奖助学金

本报定城8月1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感谢村里长辈们的关怀，我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期望，努力学习、不断进步。”8
月18日晚，定安县雷鸣镇梅种村举行了一场特殊
的颁奖晚会。晚会上，王美裕、王志妍等17名中
高考优秀学子领到了由梅种村教育基金发放的
1000元、500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据了解，梅种村教育基金会创建于2008年，
由该村村干部、村民自发组织成立。基金会的资
金用于奖励该村在中考、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的学
子及家庭困难的学生，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克服
困难、早日成才。基金会自成立起，已连续11年
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助学金。

梅种村退休干部王书佐介绍，今年梅种村共
有9名学子考上大学，8名学子考上省及市县重点
高中。基金会向这些优秀学子发放奖助学金，既
表明了村里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对学子们的一种
鼓励和期望，希望村中的青少年能以他们为榜样，
奋发图强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海南郑氏基金会向
高考学子发放奖助学金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郑保国）8月19日，海南省郑桓公文化研究基金
会召开2018年度高考学子奖优助学大会，向海南
郑氏高考学子发放奖助学金。

据了解，今年海南省郑桓公文化研究基金会
改变以往奖助学金的发放方式，重点对两类海南
郑氏学子进行奖励、扶助：一是对品德优秀、成绩
好的郑氏学子给予奖励；二是派人深入郑氏困难
家庭了解情况，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帮助贫困家
庭的学子，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通过宗亲
的爱心捐款和郑氏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基金会力
争帮助更多学子圆大学梦。

据统计，今年达到基金会奖优助学标准的海
南郑氏学子共133名，其中贫困家庭学子20名。
133名学子共领到奖助学金22万余元。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南日报记者8月19日从海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为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平稳健康
发展的调控精神，落实住建部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商品住房销售价格调
控的具体任务部署，海口将采取系列
举措，从源头管控、严管重罚等6方

面着手，坚决压实地方政府调控主体
责任，坚定不移遏制房价上涨。

海口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市将从以下6方面着手，坚定不移
调控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一是压实责
任，强化各级各部门的房地产调控职
责。强化调控联动机制，层层压实责
任。强化各级各部门责任压实，对落

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建立问责机制；
二是不打折扣，强化最严限购政策执
行落地。海口将对照省市各级各部
门今年出台的调控政策，确保从严管
理，全面落实，逐一落地；三是源头管
控，强化“一房一价”备案管理。对存
在价格虚高备案的在售项目要“回头
看”，重新调整备案价格。对新备案

项目要比较同地段、同类型、同品质
在售项目的网签均价，从严管理，不
得上调；四是严管重罚，强化市场秩
序规范整治。通过全覆盖、双随机、
不定期以及专项行动等执法方式，严
肃市场秩序，强化执法整顿，特别是对
哄抬房价、违规黑中介、骗购住房资
格、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坚决打击；五

是有效供给，强化多渠道住房保障体
系建设。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大
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限售商
品住房等住房的建设力度，有效解决
本地居民及新市民基本住房需求；六
是加强宣传，强化市场预期合理引
导。加强新闻正面宣传，营造良好氛
围，稳定市场预期，消除群众疑虑。

从6方面着手稳房价稳预期

海口将对备案价格虚高的在售项目“回头看”

本报三亚8月19日电（记者梁
君穷 徐慧玲）8月18日下午，海南日
报记者从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获悉，近期三亚市住建部门已查封了

“君和君泰”等3个房地产项目的售
楼部，并检查了 53 家房产中介机
构。三亚还将重点从5个方面落实
房地产调控主体责任，坚决遏制房价
上涨。

被查封的3个售楼部已被关闭

商品房网签系统，三亚市住建部门对
其项目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提前蓄客、
向不符合限购条件的购房人出售商
品房等违规销售行为进行了惩戒；同
时，被检查的53家房产中介机构中，
海南盟盛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等9家中介机构涉嫌扰乱房地产市
场秩序，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查处其违
规行为，三亚市乐有家房产经纪有限
公司等31家中介机构被取消经纪备

案。同时，雷某等35人被禁止从事
房地产经营业务，并被列入“黑名
单”，曾某等139人因提供虚假完税
证明被取消购房资格；于某等4人涉
嫌伪造银行转账凭证骗取购房资格，
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亚还将从5个方面落实房地
产调控主体责任，坚决遏制房价上
涨。一是落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主
体责任，建立各部门房地产市场调控

工作责任制；二是加快住房保障和供
应体系建设，重点抓好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和人才房建设，增
加有效供给，加强用地供应管理和规
划审批，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引
导开发企业转型，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产业；三是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价
格备案管理，从源头上遏制房价上
涨；四是加大房地产市场整治力度；
五是加强宣传引导和市场预期管理。

三亚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将坚决打击恶意炒作、哄抬
房价及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开发商和中介机构超出备案价格
销售的违规行为，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并在媒体上公开曝光；
严厉打击利用自媒体公众号等网络
媒体炒作房价上涨、造谣传谣制造
恐慌、组织“炒房团”炒房等违法违
规行为。

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

三亚住建部门查封3个售楼部
■海南盟盛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等9家中介机构涉嫌扰乱房地产
市场秩序，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查处其违规行为

■三亚市乐有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等31家中介机构被取消经纪备案
■雷某等35人被禁止从事房地产经营业务，并被列入“黑名单”

8月18日下午，海南省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林劲在海南
西部中心医院，为一位85岁
的男性老人成功实施心脏射
频消融术。

林劲是海南最早开展射
频消融术治疗快速性心律失
常的权威专家之一。他曾多
次帮扶儋州市人民医院、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等医院开展
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和射频消
融术。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省人民医院专家在儋州
为85岁老人成功实施
心脏射频消融术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
良伟 邹小和）河长如何高效管河，湖长如何高效
管湖？对此我省各市县正在逐步摸索经验。海南
日报记者8月19日采访了解到，海口市正在逐步
建立河湖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在信息化支撑下
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对全市373个水体实现动态
管理，精准高效解决水体监管难题。

海口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管理平台
将借助“3+1”模式对全市373个水体进行动态化
管理，其中“3”分别指的是海口市三防管理平台、
海南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APP、12345+河湖长制
3大板块。“1”指的是水体微信工作群，河长办、各
级河湖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水体治理公司
等人员都集中在工作群里，共同探讨业务，及时处
理水体问题。

“3+1”模式如何发挥作用？一是依托三防管
理平台，可及时掌握天气、实时雨情、台风路径、降
雨分布、水库情况等数据，提前通知相应河湖长及
相关部门做好有可能受影响水体的保护措施。二
是安装使用河湖长巡河APP，各级河湖长巡河掌
握的水质、水文等河流动态信息及时上传，让有关
各方实时掌握水体治水信息。三是海口市利用
12345热线平台信息数据集成功能，将多部门串
联起来，信息互通共享统一受理，分件派单，由
12345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水体问题，在30分钟内
受理群众热线咨询和投诉。

海口市将通过该管理平台，实现涉及治水、管
水职能的32个成员单位之间的高效联动，构建
市、区、镇（街）、村（居）四级网格环境监管执法体
系，集中展现海口在河湖管理“全民共治”上的有
益探索。

河湖长制信息化管理推行“3+1”模式

海口373个水体
实现动态化管理

海口市三防管理平台
海南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APP
12345+河湖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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