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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声 明
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合法运营的公

司，目前本公司正常经营，本公司没有任何变更公司工商登记

信息的计划和行为，现为维护本公司合法权益，声明如下：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任何单位以及个人未经本公司书面同

意依法不得申请变更本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本公司对任何侵犯

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保留追究有关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

2018年9月5日

公 告
因我院项目建设需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投标事

宜，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招标代理机构，经评选后建立

名册备用，有报名意向者，请登录海口海事法院、天涯

法律网门户网站查询。

海口海事法院

2018年9月7日

海南盛源堂医药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620020600；
法定代表人：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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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8〕800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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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派李庆斌、陈云、蒲春苗等人，自2018年8月22日起对你（单
位）2015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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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8〕8005号）主要内容：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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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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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8月28日

联系人：李庆斌、陈云、蒲春苗；联系电话：13876301228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311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琼税一稽告〔2018〕1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14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142号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8日10时至2018年10月9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第一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贸西路26号中诚商住楼
（现小区名称为滨海茗苑） 第 1-2层A103 房产。产权证号：
HK243057，证载建筑面积267.45平方米。起拍价：470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
9月2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0月8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
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由买受人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
人负担。咨询电话：0898-66756879 (李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法院司法技术室：66130025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9月4日

我司拟将马村港管理分公司保洁业务以竞争性磋商的方

式进行发包，请有意参与的公司在2018年 9月10日09时至

2018年9月14日17时，到我司领取磋商性文件，逾期不予受

理。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

港务分公司办公大楼。联系人：王先生、郑女士，联系电话：

0898-68623607，17889893928。

马村港管理分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海口港务分公司
2018年9月7日

保洁业务发包公告

万宁市万城镇
查处3处非法砂场
一律取缔并恢复绿化

本报万城9月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鹏）9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该
市万城镇在开展巡查时，对辖区内3处无营业执
照砂场进行登记，将一律取缔，限期进行土地平
整，恢复绿化。

据悉，经过对万宁市万城镇南山村、滨湖村、
永范村、第三中学及东山河附近等6处堆砂点进
行现场查证，发现位于南山村、滨湖村的2处堆砂
点已取得营业执照，而位于滨湖村、第三中学附近
和永范村附近的3个砂场均未有营业执照，且个
别经营户占用农用地经营。此外，位于东山河附
近的堆砂点已将砂子全面清理干净，土地已平整，
且已种上椰子树苗，生态得到恢复。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合法化且
有经营权的砂场，属地政府联合相关部门立案调
查，查明砂子来源、相关审批手续、是否登记环保
部门备案、纳税情况及租用土地合同等情况，如有
非法行为，严肃处罚，关停砂场。对于未取得营业
执照非法经营砂场的一律取缔，关停砂场，限期将
土地平整，恢复绿化。

下一步，万宁将进一步强化砂场规范化管
理，严格砂场手续审批，充分落实“绿水青山就
是青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保护该市生态环境
和矿产资源。

海口对西站非法营运黑车
开展专项整治
对非法营运将处以10万元顶格处罚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南）海南日报记者9月6日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
执法支队了解到，从即日起，该支队将对西站的非
法营运私家车，以及无营运证和从业人员资格证的
网约车进行整治，对非法营运行为将处以10万元
顶格处罚。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政委吴建陆
表示，长期以来许多市民出行为了图方便省事，
不愿到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就通过各种渠道
联系非法营运黑车，而黑车就是利用了这种心
理，到处散播小广告和名片，或者通过“拉客仔”
寻找客源。

针对西站的黑车非法营运现象，海口市交通
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召开了动员部署会，从各区的执
法大队抽调10名精干力量，分成2个打黑组，对西
站黑车包括无营运资质和从业资格的网约车开展
专项整治，一经查实，将对非法营运行为处以10万
元顶格处罚。

同时，公安和交警部门各派2名警力配合
交通部门对长期盘踞在西站的“拉客仔”团伙进
行打击。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邓海
宁）9月6日，《海南日报》刊发海南白驹
学校附近红绿灯“不干活”，致使学校周
边路段交通安全存在隐患的报道，引发
社会关注。海南日报记者9月6日从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海口市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获悉，海口市

振发横路和振发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
经过修复，现已恢复正常使用。

9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振发横
路和振发路的交叉路口，发现之前这
里黄灯常亮状态的红绿灯已正常工
作，正“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有序
通过。旁边的人行道红绿灯也不再
是“熄灯”状态，过马路的学生和家长
可在绿灯亮起时从容通过，现场的交

通秩序明显改善。
据负责该路口红绿灯日常管养

的代建业主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红绿灯
故障报修的信息后，9月5日晚上已
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情况，9
月6日在海口市交警支队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了修复，9月6日上午
10点恢复使用。

海口交警表示，上述路口的红
绿灯经修复后现已正常运行，请经
过的市民和车辆按照红绿灯信号指
示通行，注意安全，如发现红绿灯故
障可拨打热线 66796624 或通过椰
城交警APP中的报障功能反映。下
一步，将加快推进学校周边振发横
路和中山南路交叉口新增设的红绿
灯工程，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海南白驹学校附近故障红绿灯已修复
新闻追踪 海口琼山区一天

拆违控违36宗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9月6日从海口市琼山区“两违”整治指挥
部获悉，为严厉打击违法建筑，巩固整治违法建筑
三年攻坚行动成果，今天，该区7个镇（街）根据统
一部署，持续攻坚，集中拆除违法建筑18宗，面积
1328.7平方米；控违18宗，7115.8平方米，打违、
控违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上午9时许，在琼山区三门坡镇拆违点位，该
区政法委、城管、司法、卫生、交警、消防和三门坡
镇工作人员共同参加了当天的拆违行动。此次行
动共出动282人，2台装载机，8台炮机，12辆车。

下一步，琼山区将继续贯彻落实海口市违
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保持高压
整治态势，进一步强化防控机制，持续加大对

“两违”严查严控严管力度，对“两违”坚持“零
容忍”“全覆盖”，以更大力度、更高效率、更大
声势强力推进“两违”整治工作。

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将于11月举行
30对爱侣将重温爱的誓言

本报北京9月6日电（特派记者
徐慧玲）寻梦天涯，筑爱海角。记者从
9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2018第二十二
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的天涯海角国
际婚庆节将于11月6日至8日在三亚
天涯海角游览区举办。

届时，主办方将从全世界邀请
30对爱侣相聚天涯海角，重温爱的
誓言。

今年的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包
括开幕式、天涯婚典、天涯论剑（中
国婚纱摄影专业论坛）、婚纱秀、抖
音大赛、摄影大赛、2018年-2019年
婚尚产品发布和颁奖典礼八大主题
内容。

我省旅行社签订自律公约

承诺抵制杜绝
“不合理低价游”

本报海口 9月 6日讯 （记者赵
优）9月6日下午，海南旅行社公开承
诺杜绝“不合理低价游”签约主题活
动在海口举行，21家旅行社代表现
场签订了《海南团队游旅游产品自律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承诺诚信
经营，全面抵制、坚决杜绝“不合理低
价游”旅游产品。

据介绍，《公约》适用于在琼经营
的旅行社所涉及的全部团队游旅游
产品。

根据《公约》，经查证核定有销
售“不合理低价游”旅游产品行为的
签约单位，应向自律与监管委缴纳
旅游诚信违约金，违约不改者将从
重处理：第一次违反者，缴纳旅游诚
信违约金 10万元；第二次违反，则
缴纳旅游诚信违约金20万元，并列
入不诚信商家名单，退出海南电子
行程单；第三次违反，将被列入诚信
黑名单，提请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依
法从重查处。

《公约》还规定，对违约单位的举
报人，奖励人民币5万元。24小时举
报电话：（0898）66666511。

本报临城 9月 6 日电（记者刘
梦晓）临高县新盈中学近日发生
一起校园欺凌事件。该事件发生
过程被目击者用手机拍下视频并
经过网络传播，引起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9 月 6 日，记者从临高
县教育局获悉，目前，3 名打架学
生已被依法查处，分别拘留 10 日

并罚 500 元。但鉴于 3 名行为人
未满16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拘
留不执行。

据了解，新盈中学八年级学生王
某某和同年级学生许某某原本曾是
同学，也是QQ好友，在一次聊天当
中因为对方辱骂自己父亲而发生口
角。9月3日，双方就相约下晚自习

课后去校园外解决问题，此后就发生
了许某某和她的两名同学对王某某
掴掌事件。

记者了解到，事件发生后，涉事
的新盈中学和调楼中学立即将事件
报告给当地的新盈派出所和调楼派
出所，奔赴受欺凌学生家中，对其进
行情绪安抚和精神安慰，对涉事学生

进行法治疏导教育，并给予严厉的训
诫；在全校师生会上通报此事件，并
以此为案例，开展校园暴力及学生欺
凌事件的警示教育。

临高县教育局派出工作组联合
新盈中学来到受欺凌学生家中，耐心
对其进行精神安慰和心理疏导，争取
受伤害学生早日返校。

临高依法查处一起校园欺凌事件

9月6日，在海南公安消防总队培训基地的操场上，海南中学高中部新入学的千名新生通过消防观摩及体验活动，近距离了解消防部队生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5个子项目，包括观看消防安全教育视频、体验干粉灭火器的使用以及家庭常见火灾处置、体验烟热训练、体验云梯车登高以及消防车

射水、演练疏散逃生以及观摩消防员两节拉梯。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刘露聪 摄

千名高中新生“零距离”体验消防

本报定城 9月 6日电 （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村里的几家槟榔
加工作坊，已经开工多天了，弄得村
里每天‘榔烟’四起，让人难受！”9月6
日，定安县岭口镇大塘村村民胡康宾
（化名）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连日
来，他们村庄周边一些使用土灶的槟
榔加工作坊陆续开工，熏烤槟榔产生
大量烟雾，不仅污染了生态环境，也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现场：浓烟随风扩散

9月6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在胡

康宾的指引下，来到大塘村，查看槟
榔加工作坊。

采访车还未行驶到村中，便能看
到路边烟雾缭绕，浓烟滚滚，空气中
弥漫着木材燃烧的炭焦味。

走进大塘村村口处的一个槟榔
加工作坊，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小院
内堆积着大量木材，作业区内五六个
土炉一字排开，工人们正在土炉上熏
烤加工槟榔，浓烟从房檐下、门缝里
向外窜出，随风扩散，周边树木被烟
雾笼罩。

据作坊工人介绍，作坊是近半个
月才开工的，熏烤的槟榔多由收购

商从定安、琼海和万宁等市县收购
而来，经熏烤后再运往湖南进行深
加工。

诉苦：村民难以入睡

海南日报记者发现，在该作坊周
边二三百米范围内，还藏匿着三四家
槟榔加工作坊。它们共同作业所产
生的浓烟四处弥漫。

“从8月中旬槟榔收获后，这些加
工作坊便陆续开工，一般集中在早上
八九点和下午六七点以后熏烤槟榔，
产生的‘榔烟’很呛人。”胡康宾透露，
自己年事已高，患有心脏病，由于‘榔
烟’影响，每天感到胸闷心悸，成宿失
眠，晚上不得不用打湿的抹布捂住口

鼻，才能勉强入睡。每炉槟榔烤制时
间需要4至5天，在这几天里，村民们
都要遭受“榔烟”的熏扰，很是难受。

“我最近骑着电动车在村子周边
查看发现，光是大塘村周边便有8个使
用土炉的槟榔加工作坊。”胡康宾透
露，这些加工作坊大量熏烤槟榔果，造
成大道上烟雾缭绕，路面能见度不高，
已经影响了村民们的出行安全。

行动：今起专项整治

据了解，槟榔产业是定安当地农
村的支柱产业，也是广大农民增收的
主要来源之一。据岭口镇人大主席
陈英旺介绍，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
岭口本地村民便有搭建土炉，将槟榔

青果熏烤成黑果销售的传统。有的
槟榔种植大户直接在自家院子里建
土炉进行熏烤。因此，全镇有不少传
统槟榔加工作坊。

近年来，岭口镇加大整治力度，
加强了槟榔熏烤土炉的巡查和监督
管理，依法取缔辖区范围内现有采用
传统工艺烟熏烘烤槟榔果的加工点，
去年共拆除了2400余个土炉，同时鼓
励槟榔加工作坊进行技术改造，使用
节能环保槟榔烘干设备，建设符合生
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加工厂，真正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

“但由于历史积累问题，目前仍
有不少土炉待拆除。”陈英旺表示，9
月7日，该镇将联合县环保部门开展
槟榔熏烤土炉专项整治活动。

村里起“榔烟”村民苦难言
定安岭口镇联合环保部门今起专项整治槟榔熏烤土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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