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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周
晓梦 实习生林美余）2018年全省百
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近日走进海汽集
团，重点走访海口汽车东站、汽车总
站等交通运输站点，检查车站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制度建设、教育培
训、安全投入、风险管控以及应急管
理等情况。安全行工作组要求，企
业务必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不存侥幸心理，有序推进各项安全
生产工作，全力确保交通运输及游
客安全。

9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跟随安

全行工作组来到海口汽车东站，看到
车站站前广场有不少携带行李的旅客
正准备进站购票、候车；站内安检处的
工作人员正忙着检查行李物品，并有
序引导旅客过检。

“目前东站共有27条线路，每天
发 400 趟班车，日输送旅客数量约
6000人次，节假日等高峰时间每天
输送旅客上万人次，安全保障工作压
力不小。”海汽集团海口分公司海口
汽车东站站长黄恋介绍，为确保安
全，他们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
站”的准则，即无关人员、无关车辆、
易燃易爆和易腐蚀品不进站；超员客
车、客车证件不齐全、乘客未系安全
带、驾驶员资质不符合要求、安全例

行检查不合格、出站登记表未经审核
签字不出站。

在现场，安全行工作组还抽检了
消防设施设备情况、客车司机相关资
质证件等，并重点检查客运工作人员
的安全生产知识学习和安全生产教育
情况。

“隐患就是事故，安全生产责任主
体要注重抓住事故易发频发高发的关
键环节，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安
全行工作组有关负责人表示，确保交
通运输安全的关键一关就是要把好驾
驶员管理关，要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教
育和日常不厌其烦地提醒督促，不断
提升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让每一位驾驶员时刻铭记“安全在心

中，生命在手中”。
如何把好一系列的安全关？海汽

集团借助科技的力量，为车辆安全保
驾护航。“这里是海汽监控的总站，全
省有23个分公司，我们共分设有726
个监控，分别对2900多辆车进行实时
监控。”在海口汽车总站，海汽集团车
辆GPS监控主管官惠萍向安全行工
作组介绍说。

据了解，海汽集团专门投入安全
资金，建立了车辆运行监控系统（4G）
平台，对营运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并与
交通运输部的联网联控系统连接，实
现信息共享，确保车辆上线率、轨迹完
整率和超速报警等指标稳定可控，信
息化建设已走在全国道路客运行业前

列。同时公司加强对监控人员的业务
培训和管理，明确岗位职责、工作程序
和时限要求，实时提醒、纠正和查处驾
驶员超速、超员、开车使用手持电话、
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规违章行为，
通过科技兴安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最
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

海汽集团总经理刘海荣介绍，海
汽集团拥有营运车辆3000多台，全年
运送旅客近5000万人次，年行驶里程
达3.5亿公里，安全生产点多面广线
长，不确定因素多，管理难度大。面对
复杂多变的交通运输环境，公司秉承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安全发展理
念，将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第一要务，抓
严抓紧抓实。

百家企业安全行

百家企业安全行工作组检查海汽集团时要求

不存侥幸心理 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广告

公 告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城

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在海口星

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

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

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

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

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东会决

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

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

的任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

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0日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转让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60%股权及椰岛综合楼。

一、基本情况
1、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9日，注

册资本壹亿元整，公司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运营管理，

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旅游项目投资建设和开发管理等。海南椰岛阳

光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为椰岛小城二期项目，该项目位于澄

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土地共计90872.01m2（约136亩），建筑面

积合计约19.96万m2，项目已于2017年6月3日通过澄迈县规划

委员会审核，项目规划按A、B区进行分阶段开发，其中A区建筑

面积共计约8.22万m2，开发建设工作已于2017年下半年全面启

动，目前正在建设中。截止评估基准日2018年08月31日，海南椰

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价值38626.19万元，总负债评估

价值364.95万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38261.24万元，

本次转让60%股权，挂牌价格2.88亿元。（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

告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178号）。

2、椰岛综合楼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13-1号，建成于2003年，

共18层楼，证载建筑面积为10674.28m2，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699.03m2，证载土地终止使用年限为2069年02月13日。目前委

托方正在办公使用及出租，挂牌价格1.12亿元。（具体详情见资产

评估报告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136号）。

3、其他项目信息及受让方条件详见海南产权交易网。

二、本次转让采取“股权＋资产”捆绑挂牌模式，挂牌价格合
计：4亿元。公告期为2018年10月10日至2018年11月6日。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孙女士；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0月10日

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60%股权及椰岛综合楼公开挂牌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0HN0079号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日忠）为确保国庆期间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10月1日-7日，我
省大部分市县交通、公路、交警等部门
执法人员放弃休假，海口、昌江等部分
市县领导亲自带队，做到“干部上班，
群众放假”，继续开展治超工作，加大
执法巡查和整治力度，全力以赴为群
众安全、畅通、舒适出行保驾护航。

据了解，为有效防范和遏制国庆
期间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保障道
路交通安全，海南省治超办于9月30
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治超办做好
国庆期间治超工作，加大整治非法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

全省多市县治超办根据“交通安
全三年攻坚战”工作要求及省治超办
通知要求，积极联合公安交警、交通、
公路等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治超行动，

各地在货运源头附近道路设置临时执
勤点，增派执法人员加大对过往货车
的排查力度，严查货车超载和非法改
装违法行为。

截至10月7日，我省临高、屯昌、
昌江、儋州、东方、文昌、海口、三亚、澄
迈、乐东、定安等11个市县开展联合治
超35次，出动执法人员近330人次，巡
查整治重点装载源头21处，对部分重
点国省干线和高速公路出入口进行劝
返货车260余辆，排查整治涉嫌超限
超载货车510余辆。我省治超执法部
门连续7天在源头和路面作战，不怕疲
劳，坚守岗位，做到“源头有效管控、路
面严厉整治”，保障国庆期间我省道路
交通安全和畅通。

10月1日上午，昌江开展联合整
治超限超载行动。此次整治行动共出
动交通、安监、公路分局等部门的执法

人员25名，执法车6辆，分成路面检
查组、源头巡查组。10月7日上午，
昌江再次组织交通、公路、交警开展联
合整治超限超载行动，采用流动巡查
的方式进行稽查。

10月2日，琼海市治超办联合市
公安局联合开展整治运砂超载车辆，
经过12个小时连续作战，在琼海市
长坡镇查处3辆运砂超载车辆。当
天上午，琼海市公安局旅环大队在工
作中发现长坡镇存在运砂车辆超载
行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针对该问
题，该局迅速部署旅环、交管大队联
合市治超办进行整治查处工作，执勤
人员于当天11时开始设卡检查，一
直奋战到23时许，通过蹲点守候、设
卡拦截等方式共查获3辆运砂超载
车辆。据了解，琼海市公安局9月26
日至10月2日期间共查处11辆运砂
超载车辆。

10月3日15时至18时，海口市

开展联合治超行动。由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交通、公路部门组成的联合
治超执法人员20人在海口绿色长廊、

椰海大道等路段进行治超行动。当天
检查货车19辆，其中超限超载7辆、
非法改装1辆。

治超执法部门国庆期间坚守岗位，开展治超工作

全省排查整治涉嫌超限超载货车510余辆次

海口已受理10件
涉黑涉恶审查逮捕案件

本报海口10月 9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吴淑骁 王晓震）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从海
口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海口检察机关通过加强精准打击、协作配
合、调研督导、案例指导等措施，稳步推进专项
工作开展。截至目前，共受理涉黑涉恶审查逮捕
案件10件84人，其中，批准逮捕9件72人，不予
逮捕1件12人；受理涉黑涉恶审查起诉案件6件
18人，提起公诉2件10人，法院已判决1件3人。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过程中，海口检察机关积极
发挥职能，依法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进行打击，办理了一批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
响重大的案件。其中，美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陈某某等3人寻衅滋事涉恶案件，所认定的事实
与量刑建议均被法院采纳，成为我省首例宣判的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案件。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我省两个试点
电子税务局上线
15日将正式开放使用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吴芳玲 刘碧波）海南省税务局电子税务局于10
月8日在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和澄迈县税务局试
点上线，10月8日至14日将预约纳税人使用电子
税务局办税并进行辅导培训，10月15日起电子
税务局将对以上试点单位纳税人开放使用。

据 悉 ，试 点 电 子 税 务 局 登 录 网 址 为 ：
http：//218.77.183.144/cssdzswj/user/login.
html，通过“用户名+密码”登录方式免费使用。
为方便掌握电子税务局的操作使用，纳税人可在
海南省税务局网站（www.hitax.gov.cn）的“办
税服务→资料下载→其他资料”栏目下载《电子税
务局操作指南》。

据了解，海口市龙华区电子税务局面向部分
纳税人开放，具体纳税人由龙华区税务局另行通
知。澄迈县电子税务局则是面对所有纳税人。

海口友谊阳光城路段
划设即停即走区域
下月起超时停车将被抓拍处罚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从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该支队经过现场调研
勘察及研究后，决定对友谊阳光城门前路段进行交
通组织优化改造。优化改造后，友谊阳光城门前路
段从原本的三车道调整为四车道，并将最靠近友谊
阳光城一侧的第四条机动车道划设为即停即走区
域，实行机动车限停3分钟，即停即走。

据了解，第三条机动车道施划黄色禁停网格
线，禁止车辆临时和长时停放，确保东往西方向的
车辆正常通行。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内
停放车辆的，将被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记3分。

海口交警表示，目前该优化改造后的路段处于
试行阶段，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抓拍处罚。

本报三亚10月9日电（记者易
宗平）在三亚，美丽的珊瑚正由试验
室繁育走向海区应用推广。10月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珊瑚礁生
态研究所获悉，该市保护区珊瑚培
育与珊瑚礁生态修复（移植）试验项
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已投放的15

个人工生态礁中，移植的珊瑚成活
率最高达99.42%，初具规模化推广
的条件。

今年以来，三亚海上培育场共投
放了15个人工生态礁，分两批移植
了共9种 3040株珊瑚幼苗。其中，
第一批通过保护区工作人员收集珊

瑚断枝或芽体制成的1500株珊瑚幼
苗，合理利用实验中心生物繁育池，
然后投放到海区；海区以分枝状的造
礁石珊瑚为主，珊瑚幼苗长势良好，
成活率达到89.47%。第二批珊瑚幼
苗以团块状的造礁石珊瑚为主，附着
在人工礁体上的珊瑚幼苗成活率高

达99.42%。
“珊瑚礁生态礁基投放作业完成

后，对其进行的监测和监管数据显示，
三亚珊瑚培育与修复试验取得阶段性
成果，从成活率指标来看，可以大规模
推广。”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所长吴
川良介绍，一般而言，珊瑚培育成活率

达到80%至90％，即可在保护区全区
域进行推广应用。

吴川良透露，在后续的研究中，将
对不同的珊瑚生长状况进行长期、连
续的监测，整理出不同珊瑚的生长速
率，为扩大珊瑚繁育规模和珊瑚礁生
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三亚珊瑚培育与修复试验取得阶段性成果

珊瑚苗成活率最高达99.42%

三亚推进可追溯体系与无疫区建设

优秀畜牧企业、合作社
可获补贴10万元

本报三亚10月9日电（记者易宗平）三亚大
力推进可追溯体系与无疫区建设。近段时间，三
亚相关部门正对全市畜牧业进行调查、走访，经确
认为优秀等级的，每家畜牧企业、合作社予以奖励
10万元。

三亚可追溯体系与无疫区建设补贴对象有三
个要求：一是养殖规模，生猪存栏量≥300头；奶牛
存栏量≥100头；肉牛存栏量≥50头；羊存栏量≥
100只；蛋鸡存栏量≥2000羽；肉鸡存栏量≥5000
羽；鹅存栏≥500只。二是经市畜牧兽医局登记备
案，在农业部畜禽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名录
内，已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优先给予补贴。
三是配备有与饲养规模相匹配的畜禽养殖、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且运行状态正常和有必要的畜禽养殖
从业人员。

同时，三亚明确规定，存在以下问题的不得
给予补贴：排污设施差，污染治理不达标；严重影
响生态环境；处在禁养区域内；不接受市（区）畜牧
兽医部门组织的强制免疫、疫病检测监测。

10 月 9日，海南省旅游学校老
师和学生们在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室
上课。

据了解，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室将
教室、实训、博览馆的功能综合运用，
按照酒店标准客房布置教室：床铺、衣
柜、卫生间一应俱全，甚至连地板都由
不同材质的地砖铺成。学生在这里既
可以学习理论知识，又可以解决实训
问题，一举两得。在面积有限的校园
里，用有限的空间实现多种功能，也突
出了旅游学校的专业特色。

目前，该校正在创建海南省首家
校园型A级景区，将校园建设和旅游
景区融为一体，即“景校合一”建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旅融合
景校合一

执法人员正在检查货车是否存在改装加高行为。 省治超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