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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刘建同志：

因你（43068119871210763X）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今

连续旷工，至今未返回单位。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本人或家属

联系，你始终未返回单位，已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有关规定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

你：

1.限你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

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

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单位则依法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2019年1月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海口市
秀英区石山建筑用玄武岩石料矿开发利用项
目”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第二次公
示。公示期限为2019年1月16日～1月29
日，共10个工作日。

一、建设项目概况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建筑用玄武岩石料矿开

发利用项目位为非金属矿开采性质，共有3个
矿体组成，分别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石山镇美党
村东侧（V1矿体）、玉安村东北侧（V2矿体）和
玉安村东侧（V3 矿体），矿区总面积为
0.3108km2。矿区可开采的玄武岩矿石资源量
255.34万m3，开采方式均为露天开采，开采标
高为+102m～+95m，最终边坡角为70°，生产
规模为39万m3/a，服务年限为7年，主要生产
品为建筑用玄武岩各粒级碎石。项目租用占地
面积为1364.74亩，总投资为2305万。

二、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要点

1、水环境影响分析:本项目对水环境的
影响主要为生活废水、生产作业用水、采坑
积水、矿坑积水等。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用于堆肥，不外排；本项目采用钻机湿式
作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少量废水，但产量
较小，经自然蒸发渗透，不会对外环境产生
影响；雨季采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露
天采场底部设蓄水池，经水池沉淀后，全部
回用于场地降尘，不外排。多余的积水通过
抽水机排出也用于抑尘，因此不会对周边地
表水体产生影响。本项目所采矿石为玄武岩
矿石，该矿石不具有相关标准中规定的侵蚀
性和浸出毒性、不属于具有腐蚀和浸出毒性
的危险废物，属于一般固体废物经类比于同
类项目，淋溶水水质中污染物主要为SS，不
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各项指标也符合《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III 类标准
的要求。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本项目对空气环

境影响主要是生产活动引起采矿区、碎石
场、排场等产生的扬尘。项目粉尘无组织排
放。采场扬尘通过喷雾洒水降尘，排场扬尘
通过洒水及覆盖等措施降尘，碎石场扬尘采
取破碎机进出口、振动筛落料口位置安装袋
式除尘器，加工区洒水降尘。通过采取降尘
措施后，本项目对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3、声环境影响分析:本项目施工机械产
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合理布
置高噪声的施工设备位置，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避免夜间进行高噪声作业。生产过程经
预测结果得知，项目运营期厂界1m处噪声
预测值后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2008）2类昼间限值，即昼
间60dB(A)。由于周边的声环境敏感点与本
项目距离较远，因此，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噪
声对周边的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固体废物主要为
剥离的山体表土，剥离的表土将其堆放在排
土场内，待矿山闭坑后用于恢复植被。开发
初期应排土场内单独划分一部分区域，将刨
去的表层土壤单独保存并进行遮盖和围挡，
用作土地复垦时的表层土。项目边开采边回
填，矿山开采的剥离盖层可用于回填采空
区。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
1996)，上述各类固体废物均属于第I 类一般
固体废物，全部进行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理。
项目产生的废机油、含废机油废弃零部件、
废弃活性炭等危险固废，统一收集后由有资
质回收和处理处置；生活垃圾由海口市环卫
部门清运和处理处置，不外排，不会对周围
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5、环境风险分析：采矿产生的采坑因
雨季积水存在防洪问题，防洪措施处理不
当，洪水溢流会造成安全事故。应在采区
设置蓄水池，经水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于
场地降尘等，不外排。并且根据土方临时
堆放场的设计要求进行遮盖、修建截排水
沟和挡土墙，避免发生水土流失。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
关规划。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污染防治和
生态保护措施，可使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
得到有效控制。综上所述，只要本项目在
建设中认真落实“三同时”，充分落实各项
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减缓措施，做好
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本项目从环境保
护角度考虑是可行的。

四、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期
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
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
和期限。

1、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
内，向环评单位查阅本项目的环评文件初稿。

2、向以下单位或联系人咨询：
（1）建设单位名称：海口和泰裕建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3976922500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海南国为亿科环

境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电话：0898-65311937
Email：476763091@qq.com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范围：建设项目所在地周围居民、政府单

位及企业。
主要事项：
1、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及建议；2、公众对项

目建设、生产和生态恢复等可能涉及的环境问
题的意见及建议；3、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的意见及建议；4、其他的建议：要求署名
提交书面意见，并留联系电话与通讯地址，以
便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反馈意见。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以来电、来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

书面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建筑用玄武岩石料矿开发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海口和泰裕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6日

土地寻求合作
在海口市区有一千亩建设用地，

可用做物流园、冷链、仓储等产业，现

诚邀实力企业携项目合作开发，有意

者请致电袁先生：18689849630

一、申报活动的范围
三亚市大型活动项目主要指在三亚市行政区域内,经市大型

活动领导小组同意,由三亚市委、三亚市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以主

办、承办、协办等方式参与的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需三亚市

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公共资源保障,有利于促进三亚经济社会

发展、影响较大的旅游、文化、体育等活动。

二、举办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需经费支持的活动必须有确定的本市监管单位;

(三)有能力执行大型文体活动举办的有关规程和规则,活动

需专业资质的应同时具备;

(四)有与活动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和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管

理和执行人员;

(五)有与活动规模相应的经费和设备;必要时交付一定数额

活动保证金;

(六)有符合公安、消防、卫生和环境保护条件的适宜场地并全

面负责活动秩序的安全保卫工作;

(七)有符合要求的医疗救助预案;

(八)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九)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申报大型文体活动项目需提交的文件材料
(一)项目申请表 (市大型活动办印制、发放)或举办方法定代

表人签署的申请书并加盖公章;

(二)举办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或登记、注册的

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如属授权举办的,需同时提交授

权证明材料;

(三)活动监管单位同意举办的批准文件,需经上级机关审核

的需同时提供同意举办的批准文件;

(四)举办活动的工作总体方案、工作执行方案、宣传方案、活

动绩效预估报告、医疗和安全保障工作方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活动安全生产承诺书;

(五)申报其他项目事宜需提交相关文件材料。

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集中申报2019年大型活动的通知

市各相关单位、企业：
为加强对三亚市各类大型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做好2019年大型活动的申报工作，根据三亚市政府印发的《三亚市旅游、文化、体育大

型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我委现集中收集计划于2019年在三亚市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项目。请各相关单位、企业按照申报条件和要求，
于1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我委，逾期不予受理。特此通知。

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联系人：蒋天翊（电话：18184662129；邮箱：88271737@sanyatour.gov.cn）。

三亚市申报大型活动的条件和材料要求

本次名称变更不改变各公司原签署的法律文件效力，相关法
律文件对各公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中金鹰（海南）安保集团有限公司 中金鹰（海南）押运护卫有限公司
中金鹰（海南）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6日

变更前名称
海南金鹰安保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金鹰押运护卫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金鹰人防护卫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名称
中金鹰（海南）安保集团有限公司
中金鹰（海南）押运护卫有限公司
中金鹰（海南）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核准变更时间
2018年12月18日
2018年12月25日
2019年1月9日

更名公告
由于公司经营战略需要，海南金鹰安保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

全资子公司海南金鹰押运护卫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南金鹰人防护
卫有限责任公司经海口市工商局批准，已分别完成名称变更，变
更事项公告如下。

产权式海景酒店100
间精装客房整体出售

观澜湾海景酒店位于文昌高隆湾，为四星标准装

修的产权式酒店，距海边约300米，配套齐全，交通便

利。现有100间精装客房整体出售，购买后可单间销

售，非常适合投资精品度假酒店或康养基地。价格优

惠，不限购。欢迎垂询。

联系人：陈先生 18708917721

地址：文昌市清澜开发区高隆路36号

公 告
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并通过决议，

决定免去林斯浩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请林斯浩尽快到公司办理

工作交接手续并配合进行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自2018年12月30日起林斯

浩以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名义对外签发的文件和发生的所有业务本公司不

予认可。

特此公告

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2月21日上午10时开始，在湛

江市赤坎区大德一横路61号湛江市公共资源拍卖服务中心，

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中拍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被执行人谢宇兰所有位于

海口市和平大道鸭尾溪畔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

（2010）第006814号，使用权面积：842.66m2】及地上建筑物别

墅C4栋【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7666号，建筑面

积：410.22m2】,起拍价6040480元，保证金60万元。注：上述

标的网上自由报价时间：2月21日10时至2月22日10时，竞

价程序结束前五分钟无人出价的，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有出

价的，竞价时间自该出价时点顺延五分钟。竞买人的出价时间

以进入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服务系统的时间为准。其余以拍卖

当天网络发布资料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2月15日

下午16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法院账户,以到账为准，（户名：湛江

市赤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湛江市建行赤坎区支行：账号

(44001688638053001267）,并于2月18日前携带身份证明及

法院收据到我司办理网络竞买手续。标的按现状拍卖，法院不

负责搬迁和清场，成交后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手续及承担一切

过户的税、费等各种费用，能否过户及一切未知的瑕疵由买受

人自负。

法院监督电话:(0759)2290310（中院）、（0759）3587336(赤

坎) 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www.rmfysszc.gov.cn/，展示

时间：2 月12日，咨询电话：15816086644

广东华鸿拍卖行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展销会
倒计时2天

1000份惊喜礼品等你来！
从地头到展会农产品生鲜
成本价品种多消费者满意
市内有四条公交车免费专线直达五源
河展会。
地址：海口五源河体育场。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朱乃飞）1月19日下午，
长篇小说《祖宗海》发布会暨读者交
流会在海口举行。旅居海南多年的
作者栾人学围绕本书的创作历程阐
释了他对海洋题材文学创作的理解。

为创作该小说，栾人学住进潭门
渔村搜集了多位老船长的故事。全
书以鲜活的文笔，书写了海南儿女以
海为生、与浪搏斗的壮阔人生。

发布会上，来自省社科联、海南

出版社的相关专家学者从文学对现
实的映照及对历史的保存等角度，对
该小说进行了研讨。

栾人学，1952年出生，中国作协
会员，中国影协会员，中国视协编剧
专业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士
兵今年十八九》、报告文学《舞台》、电
影文学剧本《照相》等，担任编剧、策
划和责任制片人的电视剧《天涯浴
血》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并获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卫
小林）1月19日，“溢彩流光”冯桂兰
迎春油画作品展在海口开展。

展览共展出海南女画家冯桂兰创
作的静物、风景、人物油画作品56幅，
题材涵盖海南自然风光、人居环境、
人物和静物写生等，较全面地反映了
作者在海南坚持油画探索的成果。

据了解，冯桂兰先后毕业于广州
美术学院壁画、油画专业，2015年回

母校在由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教授
桑德罗·特劳蒂主持的写意油画研修
班研习。冯桂兰的油画作品色彩丰
富，造型奇特，光感充沛，使画中的海
南风物充满阳光韵味。

开幕式结束后，主办单位还举办
了艺术沙龙，与会专家学者就冯桂兰
的油画艺术追求进行了探讨。

据悉，本次画展将持续展览至1
月27日。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
史竞男 张文）由中国唱片集团联合
十三月文化共同发起的“国乐复兴计
划”日前推出最新成果，将中华传统
春节民俗合奏乐曲与国际音乐相融
合的《新乐府·全球大拜年》贺岁专辑

在京发布。
据介绍，该专辑制作横跨全球六

大录音棚，集结了乌克兰、波兰、以色
列、古巴、法国、美国等10个国家的
著名音乐人、乐团，以及蜚声国际的
国乐大师，共同打造出融合中西方文

化特色的音乐盛宴。
该专辑包含《步步高》《喜洋洋》

《旱天雷》《花好月圆》《紫竹调》《百鸟
朝凤》等曲目。其中，广东地区代表性
贺岁民乐《旱天雷》与《步步高》，一首
由民乐大师汪洪改编，一首由古巴人

声合唱团改编为阿卡贝拉版。
中国唱片集团总经理樊国宾表

示，“国乐复兴计划”是围绕中国民乐
展开的音乐跨界项目，旨在推动海内
外知名的中国民乐演奏家和国际音
乐人广泛合作，用国际视角探寻国乐

传承之道，创作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
性、兼顾艺术审美与大众传播的音乐
作品。

“希望通过面向世界展现中国民
族音乐的魅力，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樊国宾说。

“国乐复兴计划”推出最新成果
《新乐府·全球大拜年》贺岁专辑包含《步步高》《喜洋洋》等名曲

长篇小说《祖宗海》海口首发

“溢彩流光”迎春油画展椰城开展

新华社洛杉矶1月19日电（记
者高山）第30届美国制片人协会奖
19日在洛杉矶揭晓，喜剧片《绿皮书》
摘取最受关注的最佳影片奖。

彼得·法拉利执导的《绿皮书》改
编自真人真事，讲述20世纪60年代，
意大利裔保镖托尼·利普开车护送黑
人爵士钢琴家唐·雪利，从纽约前往种
族歧视现象严重的美国南方演出的经
历。该片刚获得第76届美国金球奖音
乐/喜剧类最佳影片等3个奖项，此次
又击败包括《罗马》《波希米亚狂想曲》
《副总统》《一个明星的诞生》在内的众
多强敌，拿下制片人协会奖，为其角逐
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再添声势。

创立于1990年的制片人协会奖

由美国制片人协会评选，被视为每年
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重要风向标之
一。过去29年中，制片人协会奖最佳
影片有20次与奥斯卡最佳影片相同。
去年的制片人协会奖最佳影片《水形
物语》同样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在制片人协会奖其他奖项中，索
尼公司的动画片《蜘蛛侠：平行宇宙》
夺得最佳动画片。该片横扫今年好莱
坞颁奖季，已经接连夺得第76届金球
奖和第24届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动画

片。过去3年的制片人协会奖最佳动
画片得主也都随后夺得了奥斯卡奖。

关于美国著名儿童电视节目制作
人弗雷德·罗杰斯的纪录片《与我为
邻》夺得了最佳纪录片奖项。

在电视奖项评选中，《美国谍梦》
第六季获得了剧情类最佳剧集奖项，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第二季夺得了
喜剧类最佳剧集奖项，《美国犯罪故
事：刺杀范思哲》第二季夺得了最佳有
限剧集奖项。

《绿皮书》称雄美国制片人协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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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发现2000年前铸币厂
据新华社郑州1月20日电（记者桂娟 李文

哲）一座新莽时期大型国家级官方铸币厂，日前在
河南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内被发现，有望破解
2000多年前中国新莽王朝的经济密码。

“这里以铸造铜钱范为主、兼具铸造‘大泉五
十’‘小泉直一’两种钱币，是重要的考古发现，为
研究秦汉时期钱币铸造业及新莽时期社会经济制
度提供珍贵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白云翔说。

发掘出土钱范以“大泉五十”居多，“小泉直
一”较少，未见其他钱文。出土文物展现场，两块
分别印有铭文“始建国元年三月”和“后钟官工褒
造十一”的陶制钱范引发专家关注。“这次发掘出
土的遗物是第二次币制改革‘始建国元年’（公元
9年）遗留下来的。”中国钱币学会研究员杨君说。

1月19日，首届中国杂技春晚在“杂技之乡”
河北省吴桥县举行。晚会以“祖国春光好”为主
题，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吴桥杂技大世界等
16个杂技团体表演了19个杂技魔术节目，充分
展示了杂技文化艺术的发展成果。图为演员在晚
会上表演杂技节目。 新华社发（苑立伟 摄）

首届中国杂技春晚吴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