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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党组（省委教育工委）

省考试局党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

省总工会党组

省科学技术厅党组

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

省司法厅党委、省监狱管理局党委、

省戒毒管理局党委

省商务厅党组

省红十字会党组

省农业科学院党委

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

海南日报社党委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广播电影

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海南银行党委

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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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18号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24号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20号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21号

邮政编码：571100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25号

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14号

邮政编码：570100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15号

邮政编码：570216

海南省三亚市邮政专用信箱10-864号

邮政编码：572000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23号

邮政编码：520217

海南省海口市邮政专用信箱第422号

邮政编码：570100

联系箱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国兴办公区1楼西门、五指山南路3号省政务中心二楼

海口市红城湖路60号省考试局办公楼一楼门口左侧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办公楼一楼门口右侧、五指山南路3号省政务中心26

号窗口旁

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省总工会办公楼一楼电梯口、东湖南路1号省工会职工培训中

心一楼楼梯口、文明东路3号滨江温泉花园7号楼C单元（省工人疗养院办公楼）一楼大门口

海口市海府路89号省科技厅一楼大厅、五指山南路3号省政务中心二楼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7层电梯口

海口市凤翔东路338号省司法厅办公楼、椰海大道6号省戒毒管理局办公楼、新大洲大道

292号省监狱管理局1号楼、五指山南路3号省政务中心一楼

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办公大楼二楼、白龙南路省干部培训中心二楼、白龙南路40号琼

苑广场11栋401室、海府路54号燃化大厦13楼

海口市白龙南路43号海建大厦副楼一楼楼梯口

海口市兴丹路14号省农业科学院科研办公楼一楼右转楼梯口处

海口市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光伏南路4号海南晶辉盐业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大门右侧

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数学楼一楼、海涛大道桂林洋校区公共楼一

楼、龙昆南路105号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办公楼一楼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和教师村物业办公室门口，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五指山校区西苑A栋教学楼一楼、北苑办公室一楼和附属中学办公楼一楼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一楼大厅、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华南

职工小区5号宿舍楼梯口

海口市南沙路71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大楼一楼玻璃大门右侧

海口市海秀东路16号鑫源温泉大酒店大厅、海秀东路31号海南银行办公大楼负一楼入口处

海口市海秀东路16号鑫源温泉大酒店大厅、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6层省交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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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8〕8010号)

罗洁(公民身份号码:430602196404260021)
因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

向你本人送达税务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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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本人)公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
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8〕8008号)，文书内容如下：

根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决定派叶挺进、郑惠芳等人，自2018年8月31日起对你(本人)2014
年1月1日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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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本人及时到我局(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领取
《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8〕8008号)正本，否则，自
公告之日起满30日，上述《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
〔2018〕8008号)正本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0月18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0HN008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招租位于国营海口市琼山区农业机械
站的灵山临时农贸市场和空置地。

一、项目简介：该项目地址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文大道
旁，招租建筑物主要为生产车间，其他建筑物为仓库，现均作为灵山
临时农贸市场使用，周边搭建便民就业服务点。其中招租建筑面积
为5500.09m2，空置土地面积8222.14m2（约12.3亩）。

二、经营范围：承租方须自主经营灵山临时农贸市场及疏导点。
三、挂牌底价：830500元/年。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

为五年。
四、报名参与项目竞租需缴纳保证金50万元，本项目采用网络

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
价，原承租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承租权。

五、公告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18年10月31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
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孙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0月18日

罗牛山广场二期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罗牛山广场二期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北侧，属《海口港秀英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C0902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6栋地上1-
23层，地下3层商业、办公及住宅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建筑
退东侧用地红线为10.61米，满足10米的最小退线要求。为广泛征
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
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0月18日至10月31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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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18日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4GLTE网络系

统进行版本升级。届时，升级地区的4G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

受短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10月20日0:00－4:00，对中兴4G部分1800M/

2100M站点（海口市1328个基站、文昌市39个基站、琼海市

72个基站、定安县34个基站）进行版本升级。升级eNodeB会

引起单站掉站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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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2018年第十三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以下简称自行车
赛）将于2018年10月23日至31日举行。自行车赛分9个赛段，起点、
终点均设在儋州市，途径全省所有17个市县部分道路。为确保自行车
赛交通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通告如下：

一、自行车赛的赛段、时间和涉及的道路
第一赛段：儋州市绕圈赛，开始时间：10月23日13:05，预计15:

0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儋州市文化广场（起点）－兰洋北路－中兴大道－

儋州市人民政府－中兴大道－云月路－G225国道－中兴大道－云月
路－宝岛路－南昌北路－国盛路－儋州市文化广场（终点）。

第二赛段：儋州市文化广场－临高－澄迈，开始时间：10月24日
12:45，预计15:5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儋州市文化广场（起点）－国盛路－迎宾大
道－G225国道－X266县道－中兴镇－澄迈金江环城西路－澄迈文
化广场－金马大道－G225国道－大拉－白莲镇－南海大道－永庆
大道西－鲁能大道－盈滨海湾大桥－欣龙路－北一环西路－武亭
路－南一环路－金马大道－澄迈县人民法院路口（终点）。

第三赛段：澄迈－海口－文昌－定安－琼海博鳌，开始时间：10
月25日10:00，预计15:2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澄迈老城政务中心（起点）－南一环路－武亭
路－北二环路－永庆大道西路－永庆大道东路－滨海大道－长堤
路－滨江路－新大洲大道－G223国道－云龙－三门坡镇－蓬莱－
黄竹－大路－琼海嘉积镇－银海路－银河路－万泉河路－豪华路－
人民路－爱华东路－兴海中路－富海路-S201省道-塔洋－长坡
镇－Ｘ341县道－潭门镇－富港街－潭门大桥－滨海大道－博鳌
镇－水城路－博鳌通道－远洋大道－培兰大桥－迎宾路－康乐路－
康祥路－一龄生命养护中心（终点）。

第四赛段：琼海－万宁，开始时间：10月26日10:00，预计13:
1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琼海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起点）－康祥路－康
乐路－迎宾路－G223国道－龙滚－山根－乐来－大茂－G98高速
公路大茂互通－G98高速公路长丰互通－G223国道－长丰－兴
隆－温泉大道－工业大道－莲兴西路－花园路－兴梅大道－石梅大
道－石梅湾－南燕湾－旅游公路－太阳河大桥－X432县道－北
坡－万州大道－环市一路－建设北路－人民中路－文明北路－万州
大道－万宁市人民公园（终点）。

第五赛段：万宁－琼中－陵水，开始时间：10月27日12:00，预
计16:2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万宁市人民公园（起点）－文明北路－人民
路－万安大道－G223国道－长丰－牛漏－S304省道－新中农场－
长征农场－吊罗山－大里－本号－陵水县城－椰林北干道－椰林南
干道－陵文路－北斗路－G223国道－清水湾大道－珊瑚大道－碧
桂园珊瑚宫殿（终点）。

第六赛段：陵水－保亭－五指山，开始时间：10月28日9:10，预

计13:5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碧桂园珊瑚宫殿（起点）－珊瑚大道－清水湾

大道－G98高速公路－孟果坡互通－G223国道—G361（陵大线）－
本号－保亭－大本－毛岸－水满乡－毛阳－224国道—阿陀岭－五
指山市三月三大道—宣传文化中心（终点）。

第七赛段：五指山－保亭－三亚，开始时间：10月29日9:05，预
计12：0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五指山宣传文化中心（起点）－三月三大道－
G224国道－毛岸－三道－呀喏达雨林－槟榔谷－甘什岭－G98高速
公路－海棠湾互通藤桥出口－龙海路－三亚国际免税城－海棠北路－
江林路－湾坡路－G98高速公路－大茅隧道－迎宾隧道－荔枝沟隧
道－火车站互通－育新路－凤凰路－红树林（水城路口）（终点）。

第八赛段：乐东县龙沐湾－东方－昌江县保梅岭，开始时间：10
月30日10:00，预计14:4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龙沐湾温德姆酒店（起点）－G225国道－尖峰
镇－板桥－感城－新乡－东方八所镇－感恩南路－东方大道－G98
高速公路－昌江互通出口－棋子湾旅游专用通道－南辰东路－北斗
东路－北斗西路－观海路－广德路－昭德路－南辰西路－棋子湾旅
游专用通道－昌江大道－县城市民广场一路－环城东二路－昌江保
梅岭路－昌江保梅岭（终点）。

第九赛段：昌江县－白沙－儋州市，开始时间：10月31日10:
00，预计14:10到达。

赛事涉及的道路：昌江县宣传文化中心（起点）－环城东路－环
城东一路－人民北路－昌江大道－G225国道－邦溪－西培农场－
S315省道－王五镇－白马井中心大道－洋浦大桥－开源大道－洋
浦关口大转盘－开源大道－洋浦大桥－白马井中心大道－S315－王
五镇－西培农场－G225国道－中兴大道－云月路－宝岛路－德义
路－国盛路－儋州市文化广场（终点）。

二、实施临时道路交通管制
在自行车赛运行团队行进的路段，公安机关将按照比赛时间提

前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实施交通管制的道路和时间范围内，除参赛
自行车、持有证件的警车、后勤车、救护车、媒体车等相关车辆外，禁
止其他车辆通行。其他车辆应等待道路恢复交通后通行或绕行。

恢复道路交通的具体时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进
程决定，将采取分路段依次恢复交通，尽可能较少管制时间。

三、自行车赛期间应遵守的事项
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要服从执勤警察

和维持秩序的其他工作人员指挥，严禁进入、横穿实施交通管制的路
段。自行车赛沿线道路、城镇、村庄、农场的广大群众应看管好牛、
羊、猪、狗、家禽等动物，不得让其进入实施交通管制的道路。

在自行车赛期间出行的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各赛段比赛的具体时
间、线路，提前安排好出行，避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因自行车赛
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给道路交通带来的不便，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
给予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8年10月15日

2018年第十三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道路交通管制通告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近日，外省某地在开
展“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时，发放了印有商业广
告的小黄帽和红领巾，性质恶劣。根据教育部有
关文件精神，省教育厅于10月17日下发文件，要
求各市县、各学校要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坚
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
学校要立即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中小学校、幼儿
园开展一次全面检查，重点排查在中小学校、幼儿
园开展商业广告活动，或利用中小学生和幼儿的
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
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坚决杜绝任何商业行为侵蚀校园。

此外，各市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要对各
类“进校园”活动进行备案审核，对活动内容、具体方
案、举办单位和参加人员进行严格把关。进入校园
或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参加的活动，要上报县级
及以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批，实行备案管
理。经审批进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参
加的活动，要明确责任人负责全程监管，如存在发布
或变相发布商业广告的行为，有关单位应立即采取
措施予以制止，并第一时间上报县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
校要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切实减少与学校教书育人
无关的各类活动，坚决抵制各类利用中小学生和幼
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
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各市县教育行政管
理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广告法等相关法
律规定，对违规在校园进行商业宣传活动，给学校、
教师、学生摊派任何购买销售任务，给学校、教师、学
生分发带有商业广告的物品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陈广锐 实习生叶润田）海南日报记者10月17日
从省教育厅获悉，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我省共有11个项
目入围全国总决赛并最终斩获3银8铜，创下了
我省大学生参加该项赛事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此次大赛由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人社部等部委联合主办。经过校赛、
省赛层层选拔，我省一共有11个项目晋级全国总
决赛。其中，海南大学的“‘鱼筑’人工景观鱼礁
——为鱼儿筑建家园”“知海海洋能源开发项目”
和三亚学院的“三亚困境（留守）未成年人关爱帮
扶”3个项目团队获得银奖。其他8个参赛项目
获得铜奖。

比赛期间，我省参赛团队还参加了“大学生创客
秀”“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企业家对话大学生创业
者报告会”“大赛优秀项目对接巡展”等多场活动。

省教育厅高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先后颁布了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实施意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意见》等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优化全省创新创业
环境。省教育厅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为抓手，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取得实效。在本届大赛海南赛区竞赛中，各
高校共派出4075个项目团队报名参赛，学生参
赛项目、人次及参赛比例均是上一届的两倍。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我省参赛团队斩获3银8铜

我省严禁商业广告、商业活动
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0月17日从海口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海口已制定完
成《海口市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
考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
在全市范围内从管理机制、管理效率、
管理效果与协调成效四个方面对责任
主体单位和配合管理单位进行考评。

考评周期内未完成工作任务，或因工作
失误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将一票否决。

列入考评的责任主体单位为海口
市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桂
林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和全市
43个镇（街），配合管理单位为规划、
国土、住建等部门。

《方案》强调，“两违”整治考核实

行一票否决制，考核周期内未完成省、
市下达的各项“两违”整治工作任务，
或考评周期内出现因工作失误导致发
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事故或
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该考核周期的
等次评定为“差”。从2019年 1月1
日起全市范围要实现“零新增”，凡发
现有未处置的在建违建，所属责任主

体单位考评等次定为“差”。考评结果
公布后，各区各单位应在一周内向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上报整改措施。

海口市“两违”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每月考评周期为上月26日至本月
25日。考评结果按月进行排名，各区
各镇（街）的评分标准分为优（90分以
上）、良（80分以上）、中（70分以上）、

差（70分以下）4个档次，评分档次为
优的，予以通报表扬；评分档次为差的
单位或评分档次为中但排名倒数第一
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其分管领导在
专题会议上作检讨；连续两次被通报
批评的单位，其主要领导在专题会议
上作检讨；并对工作推动不力、效率
低、效果差的单位进行责任追究问责。

海口“两违”整治考评实行一票否决

本报海口10月 17日讯 （记
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
王坤 黄蔓钰）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7日从省公安厅扫黑办了解到，
近日，临高县公安机关打掉了符某
等人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该团伙主
要成员已被抓获并破获了一批案
件。希望知情群众积极提供涉黑
涉恶在逃人员的有效线索。

据了解，临高警方共悬赏22万
元通缉3名涉黑涉恶在逃人员，分
别是符士彬、符仕斐、符小弟。公安
机关将依据《海南省举报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兑现奖励，
并依法为举报人保密及确保人身
安全。

临高警方悬赏22万元通缉3名在逃人员

■■■■■ ■■■■■ ■■■■■

（巡视结束时间：2018年12月28日）

符小弟

户籍地址：儋州市国营蓝洋农场二
十三队

身份证号：460003198406081017
（举报抓获或协助抓获该名犯罪嫌

疑人奖励金2万元人民币）

符士彬

户籍地址：临高县国营加来农场前
进路87号

身份证号：460028197902083217
（举报抓获或协助抓获该名犯罪嫌

疑人奖励金10万元人民币）

符仕斐

户籍地址：临高县国营加来农场兰
扶村23号

身份证号：460028197606093250
（举报抓获或协助抓获该名犯罪嫌

疑人奖励金10万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