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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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从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自今年12月10日起，海口
交警将对海口市辖区范围内的国、省道
部分路段启用区间测速抓拍设备，限速
为每小时60公里。

据了解，区间测速的原理是在道
路上选取一段路程，汽车在通过起点测
速监控点和终点测速监控点的时候，
会进行拍照记录，之后通过在该段路
程的行驶时间来判定车辆是否超速。

国、省道区间测速范围如下：
G223灵山镇至云龙镇路段（双向），区间距离6.5公里

G223云龙镇至红旗镇路段（双向），区间距离5.8公里

G224金鹿工业园至绕城高速路段（双向），区间距离1.4公里

G224永兴镇至东山镇路段（双向），区间距离5.5公里

G225长流镇至粤海大道路段（双向），区间距离2.7公里

S201三江镇至大致坡镇路段（双向），区间距离9.6公里

驾驶小型汽车超速处罚规定：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的，处以100元罚款，记3分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50%的，处以200元罚款，记6分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70%的，处以500元罚款，记12分
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70%不足100%的，处以1000元罚款，记12分
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0%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交警提醒 国、省道路段沿途村落较多，为确保安全，请减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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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布6处双向区间测速路段
12月10日起抓拍,限速60公里/小时

三亚市主城区范围内

国家机关办公场所

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军事设施所在地

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医疗机构、养老机构

幼儿园、学校、科研机构

公园、商场、文化娱乐场所、集贸市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市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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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美兰区华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批前公示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规划委员会琼规管〔2017〕11号文件精
神，按照省和市县总体规划成果确定的城镇、旅游度假区及省级
产业园区开发边界，抓紧组织推进新一轮开发边界内总体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我局组织开展了《海口市美兰区华航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目前规划已编制完成并通过专
家评审，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建议，确保规划编
制更加科学合理，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1月1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网站(http//www.meilan.

gov.cn) 、海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lqzjjghs@163.com;（2）书面意见请

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政编码：570203；（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336212，联系人：王慧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12月6日

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定于2018年12月
14日上午10点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琼AL1091
帕萨特、琼A78053海马等11辆旧机动车（详细资料请扫描下方二
维码），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

展示时间：2018年12月10-13日；
展示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40号中行停车场；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2月13日17:30；
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
特别说明：1、本次车辆拍卖整体优先，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

办理，车辆所有违章年检罚款及过户所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2、竞买人应取得《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的增量指标或具备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转移登记的条件；3、买受人须
在车辆移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过户手续。

有意竞买者请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
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
龙珠支行，账号：46001003536053001593，带身
份证件原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
不接受现金或代缴。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1214期）

冠亚二维码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在我司拍卖厅以及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按现状同步公开拍卖海南黄花梨圆柱木料4根及海南黄花

梨木条1根（百年老料，原作为村庙屋柱使用，详见检测证书及

鉴定证书），总重量约550市斤。整体参考价：500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展示时间：2018年12月10日-26日；

展示地点：临高县临城镇群玉村委会多逢下村；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7日17:00；

有意竞买者请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

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

号：46001003536053001593，带身份证件原

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

务大厦2803室。

联系电话：（0898）68550702 18976435423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1228期）

冠亚二维码

文博公馆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文博公馆项目位于海口市白水塘北侧，用地面积5738平方米，

属《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 10-1、D 10-2地块范围，用
地规划性质分别为二类居住用地（D10-1地块）、商住混合用地
（D10-2地块），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经图审机构《太
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D太阳能核字【2018】011号）审
查，可补偿建筑面积4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
应用管理办法》，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2月7日至12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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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日报；海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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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局城市设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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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7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海甸溪北岸地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22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滨江海岸三期项目用地属海甸溪北岸控规2201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为商业、商务、二类居住混合用地。按照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
拟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降低商业、酒店建设量，增建商务办公
内容。经报请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委启动了2201地块规划调整工
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12月7日至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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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
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7日

催收公告
琼海时达渔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传安）于2013年向我

行贷款2500万元，于2014年10月8日到期。该笔贷款迄今尚欠

本金2002万元，利息756万元。因无法联系该公司及担保主体中

企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卢传安、杨昌美，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

告，请你们在见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系还贷事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海市支行

2018年11月30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澄不动产公(2018)16号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
198-13、1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生效的法律文书，将澄迈永发
纸品实业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永发镇金永公路西侧1.2#楼(房
产证号分别为:澄房权证永发公字第0567、0826号《房屋所有
权证》)和土地使用权【永发国用(1996) 字第563号】执行裁定过
户到陈德龙名下。因我机构无法回收澄迈永发纸品实业公司名
下澄房权证永发公字第0567、0826号《房屋所有权证》和永发
国用(1996)字第563号《土地证》，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4目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12HN0107、XZ201812HN011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C90261思威牌小轿车，挂

牌价：35000元，琼0A101（警）江铃全顺牌小客车，挂牌价：5000
元；琼AK0197一汽速腾小轿车，挂牌价：17100元。公告期为：
2018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20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
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
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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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3038 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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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对海南绿
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竞价转让公告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先峰远有限公司
屯昌顺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4,960,757.04
3,400,000.00
700,000.00

利息
5,579,455.26
7,707,653.46
1,127,344.64

合计
10,540,212.30
11,107,653.46
1,827,344.64

预定工作时间
2018年12月7日

2018年12月7日-2018年12月17日

2018年12月17日下午4:00前

2018年12月18日上午9:00

2018年12月18日上午10:45

2018年12月18日下午3:30

竞价会地址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受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
1、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债权竞价保证金300万元。
2、海南先峰远有限公司债权竞价保证金150万元。
3、屯昌顺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竞价保证金20万元。

举办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债权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
让协议。
举办海南先峰远有限公司债权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让协议。

举办屯昌顺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让协议。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会议室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公告期限：2018年12月7日起至2018年12月17日。公告期

内，我司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等相关事项。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我司提供

的相关资料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前，
我司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资格的投资者承担任
何责任。

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所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六、联系人、联系方式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

司，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

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7日

2015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
处置范围内。上述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仅供参
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
准。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

www.gwamcc.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一、处置方式：单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
二、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
三、竞价日程安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我司持有的海
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先峰远有限公司和屯昌顺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3户债权资产，本次债权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
方式。上述3户债权在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的本息明细如下
表所示。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易
宗平）从2019年元旦起，三亚市主城
区等范围“禁鞭”。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2月6日从三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
域座谈会上获悉的消息。

据了解，经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
《三亚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规
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为确保“禁鞭”规定落到实处，三
亚将多措并举，严管重罚：在禁止时
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
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处

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未经
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
燃放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
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内，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给国
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或者造成他人
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明年元旦起三亚主城区“禁鞭”
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最高罚5万元

海口琼山重新划设
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

对“圈块立杆”收费说不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叶媛媛 特约记

者林先锋 通讯员许晶亮）海南日报记者6日从海
口市琼山区获悉，为集中解决“停车难、停车乱”问
题，目前该区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施工，对各主要
路段的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重新划设标线，并设
立免费停车标识牌。

当天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琼山辖区内
的中山路、建国路、新城路等路段，发现多个路段
的免费电动车停车位已设立免费停车的交通标识
牌，且已划上白色的停车线。

琼山区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府城街道、
凤翔街道、国兴街道、滨江街道等均已开展非机动
车免费停放点重新划设标线和设立免费停车标识
牌工作。针对市民反映“圈块立杆”收停车费、非
机动车辆乱停乱放、有人利用电动车公共免费停
车位强迫他人缴费等强烈问题，琼山区组织相关
部门开展停车场综合整治专项工作，规范辖区停
车场和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秩序。

截至12月5日，琼山区在开展停车场综合
整治工作中已拆除18个违规停车场，抓获一名
涉嫌利用非机动车公共免费停车位强迫他人缴
费的嫌疑人。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孔建）海南日报记者12月6
日从省交警总队了解到，即日起，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决定面向全社会公开有
奖征集海南省2019年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策划方案。据了解，参选方案将
匿名送专家组评审，评选出优秀奖1

名、奖金3万元，入围奖5名、奖金1万
元/名。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参选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策划方
案，要结合海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把握海南
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转型期社会特

点，着眼海南实际，进行宣传方案策
划；要结合海南省道路安全规划
（2018-2020年），分析海南省社会经
济及道路发展现状、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现状、道路交通发展趋势、规划目
标和任务、重点工程，围绕推进我省
交通管理工作策划宣传方案；要结合
海南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攻坚战工作目标和阶段性工作要求，
在全面分析海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治

理现状基础上，以降低道路交通安全
事故为导向，宣传策划要务实、可操
作性强。

同时，还要结合海南产业现状，把
握海南居民出行特点，针对重型货车
万车死亡率高、季节性异地车辆肇事
集中、下午到夜间事故多发等特点进
行宣传方案策划；要结合海南省居民
特点，策划方案要有效打破文化壁垒，
让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切实进村入户,

有效改变出行习惯。
据悉，此次有奖征集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参赛者需将参选方案发送至
邮箱 jjzdxc@126.com，注明方案名
称、作者姓名或单位名称、联系电话。

邮件标题注明：海南省2019年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策划方案投稿；联系
人为省交警总队政治处孔警官，
0898-68835148。

省交警有奖征集2019年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策划方案

快来报名，最高奖金3万元！

盗取QQ号实施诈骗

一诈骗团伙被端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一非）12月6日，海口铁路公安处临高南站派出
所民警在临高南站成功抓获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
人谢某金等5人。

当日早晨8时许，临高南站派出所民警接
到线索，被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的犯
罪嫌疑人谢某金、方某锋、方某兵、钟某军、庞
某叶等5人将出现在南站。南站派出所民警立
即组织警力准备抓捕。10时许，当谢某金等5
人出现在南站时，被守候的民警抓获。

据了解，今年9月 15日，安徽省芜湖市的
宋某收到朋友“王某怡”发来的QQ消息，“王
某怡”称其朋友受伤住院，向宋某借钱。宋某
信以为真，通过微信扫码以零钱转账、银行卡
转账的方式先后三次分别向该“王某怡”提供
的微信二维码转账2000元、1100元、2400元，
共计人民币 5500 元。事后，宋某与朋友王某
怡核实后发现王某怡的QQ被盗，才知道自己
被骗。

据警方介绍，该诈骗团伙每人分工分角色扮
演，查找被盗号人的聊天记录，模仿他人语气与其
朋友聊天，以此诈骗。经侦查发现，谢某金等5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金等5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将移交安徽省芜湖市警方处理。

销售不合规药品
海口3家医院被处罚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张期
望）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食药监局
获悉，海南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海南
和京生殖医院、海口友爱医院等3家医
疗机构因销售不符合规定药品被处罚。

据了解，近日，海口食药监局执法
人员在查处过程中发现，有劣药菟丝
子流入海南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和海
南和京生殖医院，两家医院违法所得
金额被全部没收。

此外，经海口食药监局执法人员
查明，海口友爱医院于2017年5月11
日从海南好康有限公司购进地骨皮，
经检验发现上述药品为假药，已构成
销售假药地骨皮的违法行为，其违法
所得金额被全部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