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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整合热线方便百姓查询

海口车驾管及违法处理
原咨询电话并入
“12345”

我省持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表率

生态蓝图绘到底 绿水青山扑面来

本报海口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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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从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咨询
车驾管及违法处理等业务，积极落实海口市政府
服务资源整合工作，该支队将海口车驾管和违法
处理原咨询电话“16800168”整合并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合并后，原咨询电话将不再使用。
据悉，12345 热线平台通过整合全市政务类
和公共事业类服务热线，为群众诉求搭建了统一
的受理、监督以及政务公开平台。目前，海口车驾
管和违法处理原咨询电话“16800168”已整合接
入“12345”政府服务热线。今后，市民只需拨打
“12345”政府服务热线，便可咨询车驾管及违法
处理等业务的相关问题。

海口严查电动车非法营运
一经查处将按2000元上限罚款

近年来，海口市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
真正把
“绿水青山”
变成
“金山银山”。图为海口市新坡镇潭丰洋湿地公园。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叶映彤

一 身 深 色 衣 服 ，一 双 劳 保
鞋，一顶草帽……万宁市兴隆华
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万宁
市兴隆华侨农场）原职工蔡德光
一换上这身装扮，身边人都知
道，他又要进山巡树去了。虽然
已经退休，但蔡德光还保留着以
前护林工作的习惯。
蔡德光巡的是凤凰山。沿着
万宁太阳河，从兴隆华侨农场一
路向西，
往沉香湾水库方向，
便能
遇上一片林海：凤凰山低海拔热
带原始雨林。这些年来，蔡德光
与 12 名老护林员一同见证了凤
凰山的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里毁林盗伐现象严重，雨林面
积缩减；
九十年代，
凤凰山开始采
取封山育林等措施保护生态；
2000 年，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
农场挤出经费用于护林工作，保
障护林队伍发展；2013 年，凤凰
山获称
“国家森林公园”，昔日山
林被更多人认识；
如今，
凤凰山森
林覆盖率达 85.2%，林地合计
2100多公顷，
热带雨林植物物种
多达数千种。
凤凰山上的故事，是我省生
态环境保护发展之路的鲜明注脚。
从率先提出
“生态省”
建设到
实施
“生态立省”战略，再到如今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
一直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把海南建设成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
是中央对海南的要求，
也
是海南人民的殷切期待。海南牢
固树立和全面践行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在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作表率。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从“求生存”到“求生态”
“我从小在兴隆凤凰山长大，
那时
候山上树林茂密，
太阳河水也清，
后来
就慢慢变了。”蔡德光回忆说，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凤凰山一带毁林开伐
现象严重，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的树被一棵棵放倒。树倒了以后，林
中阴凉的地方少了，太阳河河面似乎
也在变窄。
不止是凤凰山遭遇生态困境。当
时大小胶园漫无规划地开垦、热带雨
林缩减、海滩污染、野生动物随意捕杀
等系列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问题，是

悬在琼岛发展生命线上的突出问题。
“海南岛森林资源长期以来受到
严重破坏，
近一年多来，
乱砍滥伐的现
象又有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
施，大抓林业的管理和建设；否则，海
南不但不能发挥优势，还有变为沙岛
的危险。”1980 年，国务院曾专门召开
海南岛问题座谈会，
并在《海南岛问题
座谈会纪要》中明确地写道。
海南生态资源珍贵，
但她确实走过
弯路、摔过跟头。伴随着改革开放进
程，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

饱”到
“盼环保”
，这一社情民意的最大
公约数不断突显，
我省环境保护处于被
动
“服从”
位置的情况也逐渐得到扭转。
“198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正式颁布施行，同年，建省不
久的海南首次派代表参加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一年后，
《海南省环境保护条
例》出台，
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
法律保障。”
曾在原海南省环境资源厅
任职、
《海南省志·环境保护志》的编写
者之一郑有轩，记录着有关海南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时刻”。

在蔡德光的记忆中，
同样存在这样
的
“重要时刻”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
们开始对凤凰山进行封山育林，
禁止毁
林开荒、盗伐滥伐、打猎等行为。”
蔡德
光说，
护林队伍也由此酝酿成立，
凤凰
山上的树和林，
有了看管人。
在 1988 年-1998 年，海南森林覆
盖 率 由 建 省 初 期 的 38.25％ 上 升 至
1998 年的 51.5%；热带天然林从建省
初期的 36.7 万公顷发展到 1998 年的
61.3 万公顷；全省 80%以上的近岸海
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一类标准。

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
如今，蔡德光两鬓染霜，
凤凰山的
护林队已由原来的 12 人变成了一支
32 人的队伍，护林工作站也由 1 个增
加到了 8 个。
去年，我省修改《海南省环境保护
条例》的决定，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严
格的要求。
时空的坐标不断变化。在郑有轩
的记录中，还有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
——1999 年。
“那年 2 月 6 日，省人大二届二次

会议作出《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
同年 3 月 30 日，原国家环保总局正式
批准海南省为我国第一个生态示范
省；7 月，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郑有轩说。
与之相应的，是一份由 14 名人大
代表联名提交的《关于建设可持续发
展生态省的议案》。这份议案的起草
人是省人大环资工委原主任刘元卿。
议案从国内国际背景及海南实际出

发 ，阐 述 了 海 南 建 设 生 态 省 的 必 要
性。当时，林明玉、王信田、徐经国、毛
平等 14 名代表在议案上签名。
刘元卿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环
境与发展是当时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
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顺应时
代的趋势。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有关
生态省建设的议案，其目的是将省委
的决策变为全省人民的统一认识和自
觉行动，将生态省建设纳入法制化、规
范化轨道。

海南是热带岛屿，
省情特殊，责任
特 殊 。 在 建 设 生 态 省 8 年 后 ，2007
年，省第五次党代会明确实施
“生态立
省”战略。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邓小刚说，回
眸这一历程，海南充分认识到自身发
展的最大生态优势所在，迈出稳健的
发展步伐。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
经济社会发展，海南需要更具全局性
的眼光，需要走绿色发展之路。

从生态省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电厂副厂长黄昌跃在岗位上已留下
26 年足迹，参与着这家传统燃煤火电
厂的
“绿色改变”
——
2008 年，该电厂对 4 台装机容量
达 125 兆瓦的机组进行扩容和脱硫改
造，老机组焕发新生机，
赶上了环保潮
流；2014 年，电厂投入 2.4 亿元对全厂
机组脱硝等进行改造，达到了最新环
保排放要求；去年年底，电厂 8 号和 9
号机组超低改造工程完成。去年 4
月，他们还将首张具有全国统一编码

的排污许可证收入囊中。
“把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当作燃
煤电厂的‘必修课’，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
守护蓝天白云。
”
在黄昌跃看来，
华能海口电厂作为一个老厂，节能减
排、转型升级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出路。
不止是推进节能减排、启动排污
许可证制度改革试点，近年来，我省
始终坚持倍加珍爱、精心呵护好生态
环境，不断完善环保体制机制，出台
并实施“水气土”十条、开展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和海岸带专项整治行
动、推进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取消 12 个生态敏
感区市县地区生产总值考核、试点开
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等，一系列举措为海南推动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 4 月，海南迎来生态文明建
设新的历史机遇。在中央 12 号文件
中，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被单独提
出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也成为海

南新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为推进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经验。
邓小刚表示，优良的生态环境是
海南所拥有的最大优势和生命线，是
海南在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拥有的最
宝贵财富，也是实现永续发展的最坚
实依托。从生态省到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
海南已站在新起点，进入更有底
气、更有条件走绿色发展之路的新阶
段，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将一直在
路上。
（本报海口 11 月 7 日讯）

本报海口 11 月 7 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南）海南日报记者 7 日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
支队获悉，
该支队近期开展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载
客营运行为的专项整治，
自 10 月以来，
已查扣非法
营运电动自行车 584 辆次。此次专项整治活动将
持续至明年春运结束，
期间，电动自行车非法营运
行为一经查处，
将按 2000 元上限予以处罚。
7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跟随交通执
法人员检查时发现，大多数从事非法营运的电动
自行车司机都不承认自己非法载客，最后执法人
员在询问乘客时才露出了马脚。其中一位电动自
行车司机李某，
载客到西站附近被执法人员查到，
声称是拉朋友过来坐车，但问到朋友叫什么名字
或者联系方式时又无法回答，随后执法人员向乘
客了解情况，乘客吴先生是从农垦总局上车到西
站附近下车，给了司机李某 10 元的费用，而且吴
先生并不认识他。在证据面前，李某才承认是非
法载客。
据了解，此次电动自行车非法载客专项整治
将持续到明年春运结束，期间海口市交通港航综
合执法支队将以各交通枢纽为重点，严厉打击电
动自行车非法营运行为，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
出行环境，保障出行安全。

海口新海港、秀英港
货车预约购票今起试运行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记者郭萃）11月8日上
午8时，
海口至海安航线货车预约购票将试运行。

注意事项
1、货车装载货物完成后或准备出发来
港口时再办理预约购票手续
2、预约购票后进港时间为开航前 180
分钟至 45 分钟，
开航前 30 分钟停止检票
3、预约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整，办理
相关购票手续后系统会自动将定金全额返
还回原账户
4、货车司机在网上预约时需注意选择
货车车型，以便港口核查并加快配载速度，
避免耽误登船时间
5、购票时需出示身份证给售票员进行
验证是否预约，一个车牌号一个身份证号
一天内只能预约一个号
6、海口至海安航线货车预约购票从
11 月 8 日起至 12 月 31 日为试运行期，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运行，正式运行后非预约车
辆将被引导出港
制图/王凤龙

广告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8〕第 6 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人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m2）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主要规划指标
挂牌起始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文昌市潭牛镇大
文昌市潭牛镇迎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文集建试
商服用地
庙村民委员会大
宾路北侧大庙村 5861.51
40 年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 层（农村
381.5843
229
（2017）-13 号
(旅馆用地)
庙村民小组
北边坡地段
新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完
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 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
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7 日 17 时
00 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 年 12 月 7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 8 时 00 分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
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
■■■■■

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动工开发建设项目。
（二）该宗
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规
划委员会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要求，在 2 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三）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2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付清
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
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 60%。分期支付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
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
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四）
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
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
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
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
设。
（六）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 2 号、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杨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11 月 8 日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关于进行下洋瓦灶片区回迁商品房
一期（美舍嘉苑）选房工作的通告
尊敬的下洋瓦灶片区被征收人：
根据下洋瓦灶片区改造项目工作安排，为科学合理地开展
下洋瓦灶片区回迁商品房一期（美舍嘉苑）回迁安置工作，拟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2 日进行选房顺序号登记，请您带
上身份证、户口本、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登记顺序号单》、授权
委托书原件和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美舍嘉
苑选房的具体方案和流程可在登记时了解，选房工作预计 2018
年 11 月下旬进行。
由于回迁商品房一期（美舍嘉苑）的套数有限（一期未建
50m2 户型），请在《登记顺序号单》范围内（选择相应户型面积）
的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前往下洋瓦灶棚改项目指挥部进行选
房登记工作和选房工作。

选房面积
70m2
90m2
110m2 130m2 150m2
一期已建套数 50
48
142
444
28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登记顺序号
0156
-0125 -0294 1210 -1329
2018 年 11 月 19 至 11 月 22 日（上 午 8：
选房登记时间
30--12：00，下午 14：30--18：00）
特此通告
登记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晋江花园乐居公寓（下洋
瓦灶片区棚改项目指挥部）二楼，联系电话：65230311。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二 0 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

公 告
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469002000018439）
原法定代表人潘文凯，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郭玉。涉及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的合同（协议）等文
件，仅有原法定代表人潘文凯签字（按手印）的，均不是公司
真实意思表示，一律无效。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
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等均由股东海口万思康盛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负责保管，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所有合同（协议）
等文件，须加盖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公章或合同章后，方
可生效。特此公告声明！
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7 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 01 执 699、700 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湛江仲裁委员会(2017)湛仲
字第 103 号、102 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
郭锋、翟景红与被执行人海口中州工贸实业公司房屋买卖纠纷
两案，申请执行人郭锋申请强制执行将位于海口市金贸西路 29
号郑州大厦第 16 楼 B 座(产权证号：HK003455)转移登记到其名
下；申请执行人翟景红申请强制执行将位于海口市金贸西路 29
号郑州大厦第 16 楼 C 座(产权证号：HK003362)转移登记到其名
下。现本院拟将上述财产裁定过户至两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