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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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车神实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于2017年10月18日与我司签订《三永·国际银座三楼办

公室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贵公司承租我司
的位于三亚市凤凰路凤凰城国际银座三楼部分办公室，租赁建筑面
积606m2，租赁期限为2017年5月10日-2022年5月9日止，租期5
年。租金实行季度支付制，每三个月为一个季度，每次租金在上一个
租赁季度结束前支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贵公司却无故拖欠租金，
即2018年7月1日至9月30日租金。我司曾多次催促贵公司支付租
金，但贵公司仍不缴纳，逾期已超过30日。根据《租赁合同》第八条第
1款的及租赁合同其他条款的约定，贵公司逾期超过30日未支付租
金的，我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现我司正式通知贵公司：1.正式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
一切与租赁相关的协议文件；2.请在收到本催款函之日起3日内付清
拖欠的租金并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3.请在收到本催款函
之日起3日内自行撤离租赁办公室。如贵公司未按上述要求办理，我
司将就相关事宜依法对贵公司提起诉讼，届时，贵公司不仅要承担违
约赔偿责任，还要承担案件诉讼费等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法
律后果。专此致函，请贵公司慎重对待！

海南三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三永·国际银座三楼办公室租赁合同》
解除通知函海航豪庭二期A05地块项目分期验收公示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航豪庭二期A05地块项

目，2015 年 9 月 15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60100201500112），批建6幢地上4-25，地下4层的住宅、商业

楼。现1-5#楼已竣工，我司拟对1-5#楼先行规划核实。本项目

相关利益人如持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以文字或电话形式向海

口市规划委员会美兰规划局或建设单位提出。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美兰规划局联络电话：66275955 吴工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69960212 王经理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海航豪庭二期A08地块项目分期验收公示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航豪庭二期A08地块项

目，2015 年 9 月 15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60100201500099），批建8幢地上3-24，地下4层的住宅、商业

楼。现1-5#楼已竣工，我司拟对1-5#楼先行规划核实。本项目

相关利益人如持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以文字或电话形式向海

口市规划委员会美兰规划局或建设单位提出。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美兰规划局联络电话：66275955 吴工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69960212 王经理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瀚海西岸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瀚海西岸项目位于和谐路西侧，项目拟建12栋地上3-4层的低
层住宅以及2栋地上6层的住宅。经华磊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服务中
心核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200平方米。根
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序进行规
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8月29日至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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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5132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9月24日10时至2018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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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口市海甸
岛沿江五西路阳光海景B1605房、②海口市滨海大道新港路3号金
港大厦第七层北座707房。①起拍价：310，000元，竞买保证金：
6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②起拍价：330,000元，竞买保证
金：6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2018年9月14日,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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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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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2017）琼0106执5132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广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现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
大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会议服务、会议用房服务、会议餐饮服
务、交通服务、接送机服务、会后考察服务等（具体内容详见招标
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
定团队人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税记
录复印件，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具备会务接待资质和大型国际会议

和外事接待工作经验，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
动工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8月24日至8月30日，每
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
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
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
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8月31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整体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
为美丽乡村大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主会场及分论坛视觉效果处
理、乡村展位展示、海南风情下午茶布置、晚宴场地布置（包括舞
台）、酒店及县委县政府整体氛围营造、整套美丽乡村VI识别系
统设计等（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
固定团队人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

税记录复印件，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
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8月24日至8月30日，每
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
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
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
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8月31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整体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
招标公告

电信电视机顶盒版本升级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8
月29日至9月25日，每天09:00—18：00对华为4K
机顶盒（型号为EC6108）进行版本升级，不影响电信
电视观看。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升级，升级
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8月29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
年8月31日00:00-06:00对海口凤翔IDC路由
器NE40E进行版本升级。届时，该设备下挂所
有用户业务使用将受210分钟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
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

年9月1日00:00至2018年9月1日7:00对计

费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缴费充值、停复机等

服务将受到短时间的影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客户服务热线10000、QQ客服8000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据坐落于儋州市解放北路79号都市欧情，姓名：张夏欢，2-
1-702（合同号：13121404）、陈发金，5-2-804 房（合同号：
2011025）、吕尚益，5-1-304房（合同号20110304）、朱兴海，周群
芬，7-1-605（合同号：DZL000014123）、巫秀文，6-4-202房（合
同号：农2012001）、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申请表，海南信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声称，不慎遗失，现声明注销，凡有异议者，请自
公告之日起15天内向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否则届时将
注销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申请表，按有关规定予以补发。

特此公告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8月27日

遗 失 公 告

控近视，
要先治“短视”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
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
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
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近视发病率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青少
年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前不久发布的首
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四年
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5%和65.3%。此前，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结果显示，初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已
超过七成。

近视高发，折射出的是素质教育的“短
视”。望子成龙的家长与追求高升学率的学
校片面强调“智”的发展，牺牲原本应在户外
奔跑嬉戏的时间，孩子被长时间圈在室内，应
对各类作业、参加各种补习班，周末也鲜有休
息，缺乏自然光照，导致眼睛持续疲劳无法得
到有效缓解。

近视高发，折射出的是家庭陪伴的“短
视”。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就将电视机打开，
或者把手机、平板电脑扔给孩子，让他们自己
看动画片、玩游戏，是许多家庭常见的场景。
沉迷“电子产品”大大增加了孩子们罹患眼疾
的风险，造成近视甚至失明。

近视高发，折射出的是健康认知的“短
视”。由于近视不是致命性疾病，发展过程又
比较长，所以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对青
少年视力恶化的严重性重视远远不够，不少
人认为，近视“没什么大不了”，戴上眼镜就可
以了。事实上，高度近视不仅可能致使发生
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的风险增加，
成为部分致盲和视力损伤的重要原因，从长
远看，近视具有遗传性，还将影响下一代的健
康趋势和国民体质。

防控近视，首先要矫正“短视”。这不仅
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卫生问题，更是
一个社会问题。只有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
构、家庭等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良好的防控效
果。“要结合深化教育改革，拿出有效的综合
防治方案，并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落
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社会都
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
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记者胡浩）

新华社北京 8月 28 日电 （记
者施雨岑 胡浩）记者28日获悉，教
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
草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已结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据了解，方案近期将正式印发
实施。

征求意见稿规定，将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

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严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
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
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
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
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
法依规予以问责。

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
——聊聊青少年视力健康那些事儿

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验
光配镜部门口，近20个孩子正在排
队等待，他们大多戴着眼镜。经询
问，他们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6
岁。带孩子来“试戴镜片”的市民王
欢告诉记者：“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上
学期说看黑板模糊，我们没太在意。
后来发现孩子眯着眼看电视，我们才
过来检查，发现是近视外加散光。”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中国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四年
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
为36.5%、65.3%。此前由北京大学中
发布的《国民视觉健康报告》白皮书
称，如果近视人口持续增加，在航空航
天、精密制造等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
劳动力会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

“近距离长时间用眼”和“缺乏户外
活动”是近视的主要诱因，而课业负担
重和沉迷电子产品则加剧了青少年的
近距离长时间用眼和户外活动缺乏。

《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
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
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
学习压力较大。四年级学生数学、语文
单科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在2小时以上

的比例分别为4.4%、8.7%，八年级学生
数学、语文单科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在2
小时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6%、3.4%。

“孩子除了在学校的体育课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户外运动，晚上和
周末要上课外班、写作业，还要学画画、
练琴……”北京一名四年级小学生的家
长告诉记者，自己也很担心孩子的视
力，但是“该学的还是得学”。

除了课业负担外，电子产品的普
及也成为近视低龄化的重要原因。

“大家在公共场所经常可以看到，
为了不让孩子哭闹，家长特别是年轻家
长把手机或平板电脑给孩子看视频、玩
游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副局长焦雅辉说，这些电子产品在丰
富业余生活的同时，给健康带来了很大
威胁，其中之一就是影响孩子视力。

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主战场
在学校，但是呵护他们的双眼，显然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有关部门表示，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要实施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专
业机构“五位一体”的综合防控策略。
全社会要给孩子适当轻松的学习氛
围，营造良好的运动环境；学校提供良
好的环境设施，减少作业量，加强用眼
教育，坚持眼保健操制度，保证阳光下
体育运动；家庭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
环境，培养孩子正确的用眼习惯，提供
全面的营养；孩子自身要有预防近视

的观念，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
质，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已经结束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对社会
各方的责任进行明确，并提出了具体
措施，如：积极引导孩子进行户外活动
或体育锻炼，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
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完成时间
不得超过60分钟，严格控制义务教育
阶段校内考试次数等。

焦雅辉说，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对
学生，也包括对家长，要提高学生和
家长爱眼护眼的意识。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教授龙琴特
别指出，家长不当的应对态度是青
少年目前近视防控误区之一。“发现
孩子近视后四处求医，各种各样的
治疗全都加上，我不太推荐这种态
度。”龙琴说，另一方面，有的家长过
于放松，认为孩子配完眼镜只需每
年增长度数后更换眼镜即可的观念
也不可取，应及时去做眼底散瞳检
查，尽早发现问题、尽早治疗，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记
者施雨岑 胡浩 王琦）

课业负担重、沉迷电子产品成孩子视力两大“杀手”B

多方力量携手擦亮孩子们的双眼C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恐惧的事情
了。”一位专家曾如此形容视力健康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当孩子们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的趋势时，这便成
为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是什么导致我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应该如何扭转近视低
龄化趋势？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
低0.5个百分点以上

■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
百分点以上

我国为防治学生近视立下
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
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
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
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实施方案》提出

到2030年到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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