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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8月26日电（记者陈
卓斌 傅人意 通讯员叶上荣）“这蜜柚
口感出众，汁多而香甜，值这个价！”8
月26日上午，在位于澄迈县金江镇山

口地区的澄迈洪安蜜柚种植基地内，
东北游客李振阳剥开一瓣无籽蜜柚放
入口中咀嚼，几秒钟后，露出一脸满足
与喜悦的神情。

这个基地的蜜柚价格有多高？海
南日报记者从现场举办的澄迈县第三
届无籽蜜柚采摘季启动大会上获悉，
目前，澄迈洪安蜜柚种植基地无籽蜜
柚最高售价为每对（两个）398元。仅
8月25日至26日两天，从四面八方

“飞”来的采购订单总额已超70万元。

“蜜柚夫妇”安烁宇、黄晓玲是当
地无籽蜜柚种植、经营方面的佼佼
者。8月25日，安烁宇夫妻二人在蜜
柚林里来回奔走，为前来采摘的游客
介绍无籽蜜柚的生长情况、管理技术，
忙得不亦乐乎。黄晓玲笑着说，他们
的蜜柚售价高出市场价不少，其中售
价为398元每对的蜜柚约占总产量的
10%，“别看售价高！每年柚子一成
熟，等不到正式采收就有老客户来电
订货，果品总是供不应求。”

“我从海南大学毕业后，与妻子在
这里种了近10年蜜柚，在果树的精细
管理上有一些心得。”安烁宇指着一段
蜜柚树枝向来访者介绍道，一棵蜜柚
树“一生”可开出上万朵花，但在他们
这个占地1200亩的无籽蜜柚基地，能
够“过关”并得以保留、孕育果实的柚
子花只有不到5%。

此外，安烁宇还表示，为了保障无
籽蜜柚的高品质、高价值，他们还联合
海南大学的专家组建研究所，对无籽蜜

柚的生长特性、病虫害防治、品种改良
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去年，该基地生
产的洪安蜜柚获准使用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标识，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澄迈稳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截至今年7月，澄迈全县无
籽蜜柚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其中包
含200户贫困户种植的无籽蜜柚150
亩。无籽蜜柚已然成为当地一个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兴特色产业。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澄迈一蜜柚基地引入科研力量，精细管理结出“金果子”

精品无籽蜜柚卖398元一对

广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琼海市国
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两宗砖瓦用页岩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琼海市两宗砖瓦用页岩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竞买

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
买申请。

2、参与海南省采矿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
让的竞买人，受到省、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禁
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以及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严重违法
企业名单的企业，不得申请竞买。

3、须提交《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
让手册》）。

4、须按要求交纳竞买保证金。
5、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
1、有意竞买者可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一楼受理窗口查询和获取《琼海市两宗砖瓦用
页岩采矿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该手册的具
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2、竞买申请时间：2018年8月27日上午
8:30至2018年9月25日下午16:30（北京时
间，下同）。

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
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的，在
2018年9月26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8年9月27日上午

8:30;
2、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10月18日上

午10:00;
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

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
4、挂牌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203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矿产资源开采具有不可预见的风险，

因国家政策的调整不能继续开采的，以及因
矿产开发利用需要使用土地和其他临时用

地、道路交通、供电设施及需协调解决其他事
宜的，由竞得人自行与有关权益人协商解决，
风险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2、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定于2018年8月30
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
当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海南省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39号（海桂学校对面），
联系人：李先生，电话：0898—62839615）。

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
更公告为准。

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
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8年8月27日

1、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2、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收
益，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琼海市东升农场四
队板岩矿采矿权

琼海市东平农场火箭队（胜利队
矿段）粉砂质泥岩矿采矿权

万泉镇东
升农场
会山镇东
平农场

竞买保证
金(万元)采矿权名称 矿区地址 资源储量

（万m3）
矿区面
积(km2)

开采规模
（万m3/年）

服务年
限（年）

挂牌起始
价(万元)

备注

115.95 0.13 11 10 696 696

50.23 0.044 9.5 5 301 301

琼海市东平农场火箭队（胜利队矿段）粉砂质泥岩矿采矿权采矿权名称 琼海市东升农场四队板岩矿采矿权
+105.8米至+83.8米 +65.9米至+45米开采标高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国家大地2000）

1
2
3
4
5
6
7
8

x

2139209.915

2139304.063

2139384.218

2139582.236

2139423.830

2139258.259

2139222.580

2139257.581

y

431726.198

431563.579

431584.155

431825.392

432158.102

432017.629

431960.309

431830.535

x

2108012.010

2107858.428

2107814.222

2107840.517

2107869.047

2107923.917

y

423757.667

424027.351

423927.241

423743.699

423628.909

423611.818

关于公开征集交通运输行业“运霸”问题
相关线索的通告

为切实解决侵害群众利益的交通运输行业非法收取保护费、欺
行霸市垄断运输等“运霸”问题，深挖背后“保护伞”，省公安厅将会
同相关部门在全省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举报线
索，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和党政机关干部
充当“保护伞”的线索。

相关单位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进行保护；对举报人
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惩处。举报内容要实事求是，如实提供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活动范围及主要犯罪事实、依据，不得虚构或
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不得恶意拨打举报电话。

凡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的，将奖励2万
元人民币。

公民举报情况、提供线索，可采取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和来人
举报方式以及通过海南交警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或微信举报，联系
方式为电话：0898-68835146；邮寄地址：海口市滨涯路9号省交警
总队督察科；邮箱：hnjjzddck@163.com。

征集时间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8年8月22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下列借款人在我行的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已逾期，为维护
我行的合法权益，现依据合同约定，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于
2018年8月22日提前到期。限以下借款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根据法律
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

序号
1
4

借款人
王少南
吴荣绍

贷款本金余额
398,108.97
271,416.61

序号
2
5

借款人
林应全
吴志钦

贷款本金余额
175,075.90
262,106.34

序号
3
6

借款人
胡金叶
陈雨晴

贷款本金余额
322,431.65
149,722.7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8月23日

乐东查处一非法采砂窝点
捣毁一座抽砂浮台

本报抱由8月26日电（记者林诗婷）8月26
日，乐东黎族自治县水政监察大队、尖峰镇政
府、尖峰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执法行动，
查处位于尖峰镇瘦园溪边的一处非法采砂窝点。

8月26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乐东召集相
关部门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尖峰镇瘦园溪边的一
处非法采砂窝点，现场看到一座抽砂浮台在作
业，一艘非法采砂船停靠在岸边。执法人员用车
辆堵住进出该采砂点的必经之路，防止有人驾驶
运砂车辆逃跑。同时将抽砂浮台捣毁，将一辆运
砂车押回尖峰派出所立案处理。2名非法采砂
人员见到执法人员后，跳入河中逃到对岸。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悉，2017年以来，乐东高度重视打击非法
采砂违法犯罪行为，出台《乐东黎族自治县河道
采砂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组织开展非法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该县已开展巡查94次，
乐东水务、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行动29次，查
处非法采砂治安案件39起，行政拘留59人，捣
毁非法采砂窝点26处，捣毁抽砂浮台57座、非
法采砂船17艘，查扣铲车2辆、挖机1台。

“乐东要进一步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保持对
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保护河
道生态环境。”乐东县副县长马惠峰说。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9月1日至10日报名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海南日报记者8月24日
从省考试局获悉，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将于10月20日至21日举行，报名时间定于9月
1日至9月10日。

本次自学考试继续采用网上报名、网上支付
考试费用的方式。届时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
站，进入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报名系统
进行网上报名。

省考试局提醒，考生在选考专业课程之前，要
认真阅读省考试局网页上公布的自学考试报考须
知、自学考试开考计划和自学考试课程考试时间
安排表，详细了解所选专业和主考学校的基本情
况及自学考试的有关要求，掌握报名的具体步骤，
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选择报考专业及课程。

报考我省主考院校助学班的省外考生，还须在
网上进行承诺书认证操作，具体操作办法另行通知。

本报嘉积 8月 26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王敬雄 黄政）8月26日15
时许，琼海市突降暴雨。一辆越野车
经过琼海市塔洋镇联先村往嘉积方向
的一处涵洞时，一大截车身被积水淹
没，车上人员被困。在琼海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两位协警及热心游客的
帮助下，4名被困人员最终脱险。

15时30分许，在涵洞附近执勤
的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协警
文道强发现了这辆被积水围困的越
野车。当时，该越野车驶入约1.6米
深的积水中，司机和 3名乘客爬上
车顶大声呼救。情况危急，文道强
立刻通过对讲机通报现场情况，呼
叫同事进行增援，并准备下水展开
营救。

就在这时，两位热心游客找到
文道强，称他们从文昌过来游玩恰
好路过此处，驾驶的两辆越野车性
能较好，救援工具也齐全，可以帮忙
将被困越野车拉上来。随后，文道

强和另一位赶到的协警将安全绳绑
在自己身上，快速游到被困越野车
辆旁。文道强解开身上的绳子，将
其系在越野车车头上。另一位协警
帮助在车顶的司机和乘客站稳，安
抚他们的情绪，并从越野车驾驶座
一侧的车窗处探入身子，控制好方
向盘，示意前来帮忙的游客驾驶车
辆牵引被困越野车。

期间，两位协警多次被含有泥沙
的积水呛到，但他们仍然坚持救援。
警民联手救援约20分钟后，被困越
野车被缓缓拉出积水，被困的司机和
乘客安全脱险。为防止他们着凉，两
位协警连忙为他们披上警服和雨衣，
并帮助联系拖车将越野车送去维修。

脱险后，被困越野车的司机和乘
客拉着两位协警的手连声道谢。

司机说，当时看见涵洞下积水
较深，也看到路旁有绕行指示牌，但
以为可以顺利通过，没想到越往前
开积水越深，想调头时，发现车辆已
经熄火，只好打开车窗爬上车顶等
待救援。

参与救援的协警文道强说：“我们

的动作还是比较迅速的，所以没有人
受伤，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希望
广大市民雨天开车要减速慢行，发现

积水不要冒险通过，应选择其他线路
绕行。”

警民联手救援的这一幕被围观群

众用手机拍摄下来，并发到微信朋友
圈。广大网友纷纷为两位协警和热心
游客的义举点赞。

琼海突降暴雨，一辆车在涵洞下被积水“吞噬”，司机及乘客爬上车顶求救

危急时刻，警民联手救出4名被困人员

◀8月26日下午，
文道强和同事绑上安
全绳涉水向被困越野
车靠近。 （视频截图）

扫码看警民联手
救援感人一幕。（视频
由琼海警方及网友提
供）

视频剪辑/吴文惠

关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