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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审批
《文昌市新民居建筑风貌研究及试点建筑方案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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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至2018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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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新民居建筑风貌研究
及试点建筑方案设计》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22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
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26、H-29-3地块
的规划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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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2 日至 2018 年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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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
26、H-29-3 地块规划条件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8月22日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
人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
路西侧面积为 1733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
（2003）字第007号，证载用途为商住】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
3778.656万元，竞买保证金：8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
告知如下：

1、拍卖时间：2018年9月17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203室；
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

9月12日17：00截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8年9月12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 银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银 行 账 号 ：
100945489000233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2号（如代缴
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海南
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不包含地上建筑物
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法院不负责清场，且所有涉及该地块欠缴的土
地出让金、征地补偿款、土地闲置费等费用和
买卖双方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6746655 15008983855
传真：68539322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
电话：0898-66713990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2号我公司近期将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约

4000亩农业综合开发用地。土地共十三宗，连成整体，均已取得土

地证。土地用途：农业综合开发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

2048年11月。宗地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真正天然氧吧，距白沙县城

13公里，距海南中线高速（琼乐高速）约18公里，距三亚直线约100

公里，距海口直线约115公里，适合养生、医疗和农业旅游综合开发。

有意者请到我公司洽谈和查询相关资料。

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联系电话：刘先生 13807631116 张先生13807599707

拍 卖 预 告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联投·海棠韵别墅及公寓花灯采购与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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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内容：本次招标为联投·海棠韵别墅
及公寓花灯制作与安装，包括公寓客厅吊灯；联排及叠拼别墅地下
室、客餐厅及卧室吊灯，共28类，共1668盏灯。招标控制价：396.68
万元人民币。完工期：签订合同后90日历天内完成所有项目内容。
6、申请人资格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独
立法人，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
2018年8月22日至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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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须由委托人持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原件到现场报
名，必须提交营业执照、代理商的销售授权书、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业绩证明合同等相关证明资料原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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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电话：0898-88275788

2018年8月22日

吕海英向我局申请其名下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挂失补办手

续，经查，两本《房屋所有权证》分别是:一本证号为临房权证临

城字第LC04168号，坐落: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

园2#公寓楼903号房，面积: 67.99 平方米。另一本证号为临房

权证临城字第LC04169号，坐落: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

海豚花园2#公寓楼905号房，面积: 81.01 平方米。两本《房屋

所有权证》因管理不善已丢失，现决定注销该两本《房屋所有权

证》。凡对该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权利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

起十五日内书面向我局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

律规定办理手续。联系电话:28281798。

特此通告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20日

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杨伟东向我局申请其名下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挂失补办手

续，经查，两本《房屋所有权证》分别是:一本证号为临房权证临

城字第LC04095号，坐落: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

园1#公寓楼1005号房，面积: 50.16 平方米。另一个证号为临

房权证临城字第LC04094号，坐落: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

区海豚花园1#公寓楼1003号房，面积: 67.86平方米。两本《房

屋所有权证》因管理不善已丢失，现决定注销该两本《房屋所有

权证》，凡对该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权利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

日起十五天内书面向我局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

法律规定办理手续。联系电话:28281798 。

特此通告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20日

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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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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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编号：201808210001

我机构依职权注销，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工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21日

序
号

不动产
权证书 权利人 不动产权

利类型
不动产
坐落

备
注

不动产权
单元号

1

2

琼 （2016）
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11963
号

三 土 房
（2015）字
第 01275
号

三亚市吉阳
区六道村民
委员会

三亚市
中医院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用权

国有土地
使用权

46020103
2003GB0
0017W00
000000

46020102
3004GB00
055W000
00000

三亚市
吉阳区

三亚市
吉阳区
凤凰路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8005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28日下午15时在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拍卖：儋州市白马井镇马口井村委会
9081.70m2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867.50m2建筑物,参考
价：1753.1689万元，竞买保证金：1753.1689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时间：2018年8月27日至9月17日下午五时止（以保

证金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儋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 委 员 会 ，开 户 行 ：工 行 城 北 支 行 ，账 号 ：
2201031229826400558；

特别说明：本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及土
地出让金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报名地点：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咨询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监督电话：0898-23335866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2日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玉江）从今年10月1
日起，我省将推行道路货运车辆安全
技术检验、综合性能检验和排放检验
结果互认，实行“一次上线、一次检测、
一次收费”，不得重复检验检测、不得
重复收费。这是21日召开的全省道
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改革工作布置会
议上透露的。

会议要求，各市县道路运输管理
部门要鼓励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同时
申请开展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汽车
综合性能检测和机动车排放检验，实
现“三检合一”。

结果互认的具体要求为道路货
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中涉及排放项
目的检测根据货车经营者提交的货
车《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检验报告》，

直接采信排放检验机构结论。综合
性能检测中涉及安全项目的检验检
测统一适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
目和方法》。

同时，道路货运车辆安全技术检
验合格的，其综合性能检测不再进行
安全项目的检测，直接采信安全技术
检验结论，并不再作为道路货运车辆
技术等级评定项。综合性能检测只

对除安全项目外的其他检测项目进
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按照相关要
求对所检测项目进行技术等级评定
并出具评级结论。

对已实现“三检合一”的机动车检
验检测机构，应按照“一次上线、一次
检测、一次收费”的原则，同时出具安
全技术检验报告、综合性能检验报告
和排放检验报告，为营运货车年检、年

审和环检提供技术依据。
未实现“三检合一”的机动车检验

检测机构开展综合性能检测，应先查
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行驶证和《汽车排气污
染物检测报告》后，再按照相关方法规
定，对道路货运车辆除安检环检项目
外的其他项目进行检测，出具综合性
能检测报告和技术等级评定。

一次上线 一次检测 一次收费

我省10月1日起推行货车“三检合一”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海口特色
夜市哪家强？海口市政府请你来帮忙
选一选。8月20日，“舌尖上的夜海
口”海口特色夜市系列评选活动正式
启动。此次系列评选诚邀广大网友在
8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通过南海
网客户端、南海网微信公众号、南海网
网站、海南日报客户端等多种渠道，投
票选出各自心目中的2018海口夜市
人气档口、2018吃货喜爱夜市，以及

“一夜市一名品”爆款网红美食。
既然是美食评选，没去过现场尝

一尝，怎么能知道该选谁？投票期间
（8月20日至9月20日），南海网将邀
请职能部门领导、行业专家及大众评
审组成夜市评审团，对参选的夜市进
行实地暗访、考察、试吃，从夜市美食

的品种花式、价格服务、设施完善、干
净卫生、支付便利、文化特色、经营创
新、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考核打分，
再综合网友投票结果，评选出一家
2018年海口“吃货”最喜爱的夜市及
每个夜市的爆款网红美食。最终得
分权重为网络投票占40%，评审团占
60%。2018 海口夜市人气档口则
100%由网友投票选出。

这么多家夜市，这么多个档口，这
么多款美食，哪个才是你的最爱？快到

“舌尖上的夜海口”海口特色夜市系列
评选活动专题页面 http：//huodong.
hinews.cn/hkys_index.php给它投
票吧，或是打开南海网客户端、南海
网微信公众号、海南日报客户端参与
评选，或者通过海口市旅游委官方微
信公众号“海口旅游”和椰城市民云

“椰城旅游”也可以进行投票。
据了解，“舌尖上的夜海口”海口

特色夜市系列评选活动由海口市人
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

口市商务局、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协办，秀英区政府、龙华区政府、美兰
区政府、琼山区政府、南海网、海口市
夜市发展联合会承办。

海口特色夜市系列评选活动启动
8月20日至9月20日，可以通过海南日报客户端等多种渠道投票

高职（专科）批本省院校
第二次征集志愿
考生应在8月22日上午8时至
23日上午10时填报志愿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彭时君）
今年高职（专科）批经征集志愿录取
后，我省部分高校尚有剩余计划。为
让本省高校更好完成招生计划，给考
生录取机会，省考试局决定组织高职
（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

根据工作安排，8月22日上午8
时至8月23日上午10时期间，考生可
登录省考试局网站的“高职（专科）批
征集志愿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征集志
愿，逾期不填报的视为自行放弃填报
征集志愿资格。

本次征集志愿的本省高职（专
科）院校剩余计划已在省考试局网
站公布，不列入表中的院校和专业
不能填报。

海口启动
湿地公园鸟类监测
今后将每月开展一次，欢迎爱鸟人士参与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获悉，8月19
日，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和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的鸟类监测工作启动。当天监测小组共走了5条
样线、5个样点，记录到黑翅鸢、褐翅鸦鹃、纯色山
鹪莺、黄腹山鹪莺、白额燕鸥、火斑鸠等32种鸟
类。今后该监测活动将于每月中旬开展一次，欢
迎广大爱鸟人士参与。

当天，监测工作从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开
始，又前往五源河周边进行鸟类调查。在五源
河湿地公园，监测小组发现了白胸翡翠、棕背
伯劳的亚成鸟，火斑鸠，铁嘴沙鸻等鸟类。监
测小组负责人表示，虽然立秋已过，但目前仍
然是蜻蜓和蝴蝶大量涌现的季节，大家还看到
了裳凤蝶、玉带凤蝶、美凤蝶、幻紫斑蛱蝶、红
蜻、黄蜻、狭腹灰蜻等。一天下来监测小组共记
录到鸟类32种。

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陈松介绍，鸟
类监测是海口国家湿地公园监测工作中的一项，
其他监测还包括土壤、水质、植被群落、昆虫等。

据悉，海口五源河和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鸟
类监测工作由海口湿地管理中心委托畓榃湿地研
究所及海南观鸟会开展。

参选夜市
1.龙华区金盘特色夜市

2.龙华区骑楼小吃街

3.龙华区海垦花园夜市

4.龙华区泰龙城美食一条街

5.琼山区福地美食街特色夜市

6.美兰区潮立方

7.美兰区海大南门特色夜市

8.秀英区欢乐海岸美食广场

扫码进入南海网微信公众号，
在菜单栏选择海口夜市子栏目，即
可为评选活动投票

2018 年 7 月，按《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
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
比例为 100%。其中优级天数比
例 为 99.8% ，良 级 天 数 比 例 为

0.2%，无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及重
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
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

6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2018年 7
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
县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
分别是文昌、三亚和万宁。2018年

7 月全省 18 个市县（三沙市除外）
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见右
表格：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7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8年7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7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 18个市县（不
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
率为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

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
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

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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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定安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屯昌县

儋州市

东方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0.898

1.113

1.154

1.180

1.185

1.185

1.204

1.209

1.342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

琼海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澄迈县

海口市

文昌市

三亚市

万宁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346

1.375

1.382

1.424

1.440

1.483

1.509

1.660

1.7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