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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2HN001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广告牌废旧钢铁材料（东方等地区），
废铁净重量约169吨，挂牌价格：705元/吨。该批高立柱广告牌已
拆除，分别集中堆放在东方、昌江、儋州、临高等五个露天堆场。受
让方须以实际计量的总吨数支付价款。

公告期：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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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gzy.hi.
gov.cn）查询。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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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1902HN0018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整体招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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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组成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
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租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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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
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孙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2月12日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海口市白龙南路18号四中教学楼39间商铺
海口市滨海新村五横巷502-1号别墅
海口市滨海新村492号8-1商铺

海口市龙华路14号10号商铺

海口市龙华路14号11号商铺

组成
39间商铺
1-3层
1层

3 层（首层商
铺，2、3层住宅

1层

面积（m2）
1047.23
236.51
28.71

426.18

31.51

挂牌底价/第一年租金（元）
1023431
70953
21016

378072

85455

保证金（元）
600000
40000
10000

100000

30000

最小加价幅度(元)
5000
500
200

2000

500

限时竞价时间
2019年2月26 日上午9：30
2019年2月26 日上午9：45
2019年2月26 日上午10：00

2019年2月26 日上午10：15

2019年2月26 日上午10：30

通知
朱万禄：

本人朱敏，系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该公司）的股
东。

2019年1月25日，经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琼公平鉴
【2019】文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上“朱敏”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经查，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2018年12月24日《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和《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将本股东持有该公司的股权从60%变更为15%（2018年12月24日
《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仅有您的签名按手印）。

为维护本股东合法权益，特向您紧急通知如下：
请您在收悉本通知的当日起，不得代表本人作为海南联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外执行职务。自您收悉本通知之日起，但
凡以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进行的一切活动
或签署相关文件材料，非经本人亲自签名确认同意的，不代表本股东
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坚决不予认可。

特此通知
通知人：朱敏

二0一九年二月九日

为保障人民群众节日饮食用药安全，洋浦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按照省局的统一部署和安排，结合洋浦实际,积极开展

2019年春节期间食品药品市场专项检查行动，确保了节日食

品药品安全。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根据《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监管工作的通

知》（琼市监〔2018〕78号）文件精神，结合洋浦实际情况，制定了

《洋浦经济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2019年元旦春节期

间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积极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

二、集中开展检查，确保节日食药安全。按照方案要求，

在春节期间，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集中组织开展节日市

场专项整治行动，并利用食品安全流动检测车每天对农贸市

场、超市等场所销售的农产品进行农残兽残项目巡回检测，共

出动执法人员18人次，出动车辆9车次，巡查药店11家次，食

品经营单位32家次，超市12家次，餐饮服务单位33家次（其

中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 21家次），农贸市场28家次。对猪

肉、坚果、蔬菜类、及冰鲜鱼等节假日消费量大的食品进行抽

样快检,共计162批次，检出问题食品0批次，合格率100%。

春节期间，未接到有关食品药品投诉举报，通过开展专项整

治，确保了食品药品安全“零”事故。

三、严格值守执勤，落实每日信息报送。按照省市场监管

局有关要求，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真做好春节期间值

班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执勤和领导在岗带班，以及

外出报告制度。在春节期间，值班执勤人员严格落实岗位责

任制，加强食药安全应急处置和市场巡查整治工作，坚持每日

按要求准时向省市场监管局、洋浦管委会报告当天值班情况，

做到了节日市场监管信息畅通及时报送。

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春节期间积极开展
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确保节日食品药品安全

广告

广告

美·舍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木器厂、海口市纸盒印刷厂拟开发建设的美·舍项目位于市

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属《海口市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改造
管理单元控制导则》C0504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幢地上2-25/地下
2层住宅及商业配套，建筑面积地上36470.1m2 /地下15574.92m2，
建筑高度80米，计容面积36019.61m2。该项目东侧退用地红线最小
距离11.4米，满足技术规定中高层住宅次要朝向退用地红线最小退
让距离≥10米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
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2月12日至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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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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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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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朱明霞。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12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0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建设省肿瘤医院二期，增加全科诊疗服务功能，完善周边医疗

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经上报海口市政府批准，我委拟对《海口市长流
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07地块进行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9年2月12日至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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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12日

致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孙昕先生：
本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王先雄（持股34%）提议于 2019年2月

11日上午10时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由于与你无法
联系，按照《公司法》要求，已于2019年1月23日在公司所在地媒体
《海南日报》第B07版发布会议通知，同时以特快专递的方式按照你
身份证地址邮寄与你）。公司股东会议已按时召开，因为你既没有参
加会议，也没有书面告知。现通过公告方式和邮寄送达方式将公司
股东会议决议内容通知与你，请在30日内提出意见，否则视为同意。
公司将视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如下的股东会议决议：一、股权转让，
王先雄将持有34%的股权转让给潘法兴。二、法定代表人变更，由王
先雄变更为潘法兴。三、修改公司章程。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1日

会议决议通知

2019年春节过年有啥新变化？
2019年春节7天假期结束，“新华视点”记者通过大数据盘点春节的新变化。

交通 旅游 消费 电影

全国共发送旅客4.21亿人次

2月 4日至10日，全国共发送旅客
4.21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0.35%。
其中，铁路6039.1万人次，增长5.8%；
公路 3.38 亿人次，下降 0.8%；民航
1258.6 万人次，增长 10.6%；水运
1022.3万人次，下降3.2%。

2月10日（正月初六）为今年春运开
始以来客流最高峰，当日共发送旅客
9551.6万人次，比去年春节同期增长
0.1%。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
月11日，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 1223万人次。为应对
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继续加大运力
投放，预计加开旅客列车1151列。

南昌铁路局集团车辆段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反向春运”影响明显，春运单
向固定流动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给运
力调度、安全保障都增加了不小压力。

据悉，在总运量稳步增长的情况下，
春节期间未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严重拥
堵、旅客滞留情况。

全国旅游接待游客4.15亿人次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
合测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
亿元，同比增长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

在国内旅游市场，休闲旅游、观影观展、民俗活
动等体验式消费越来越受到欢迎。“北上赏冰雪、南
下享温暖”成为热门旅游选择。2月4日到9日，内
蒙古接待游客476.2万人次，同比增长14.6%；三
亚八大景区接待游客超过80万人次。故宫博物院
举办“紫禁城里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共接待游客
近50万人次。

记者10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19年春
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
人次，与2018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10.99%。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长最为明显，
共722.2万人次，同比增长15.97%。出境目的地
排在前10位的包括泰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携程旅游数据专家魏黎民称，近几年，旅游已
成为重要年俗。今年旅游消费增长在一线城市保
持了力度，中小城市增长显著。

零售和餐饮销售额首次超万亿元

据商务部监测，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8.5%。

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商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买年货、吃年夜饭、逛庙会等传统消费红红火火，年节
礼品、传统食品、新兴电子产品、地方特色产品销售增长较
快，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
点纷呈。

春节黄金周期间，传统年货、绿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
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集购物、餐
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态受
到消费者青睐。

生鲜产品成为今年春节快递配送最火爆的商品之一，
179个城市生鲜商品可以次日达。除了对美食的“高需求”
外，今年春节期间，消费者对生活用品的需求也明显提高。
据苏宁数据显示，过去，过年家里添置冰箱、电视、洗衣机等
大件，现在，中央集成家电品类独领风骚，春节期间销售同
比增长 100%。特别是在“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装修
客户选择中央空调、新风、全屋净水等集成类舒适家电。

春节期间，快递小哥们仍在给千家万户送达年货包
裹。天猫“春节不打烊”送货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分别是上
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成都、苏州、武汉、天津和宁波。

票房创58.4亿元

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
月4日至10日，中国电影票
房达58.4亿元，观影人次达
1.3亿。其中，2月5日的单
日票房达 14.43亿元，刷新
了去年正月初一 12.68亿元
的单日票房纪录。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
人》《飞驰人生》分别以20.1
亿元、14.49亿元、10.43亿
元票房成为前三甲。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
全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
果，今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
得分83.9分，获“满意”评价，
这是自 2015 年开展调查以
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
也是全部 27个调查档期的
第二名。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制图/陈海冰

2月10日，乘坐D6503次列车的旅客到达福州站。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节后综合征”找上门怎么办？

专家教你几招给肠胃“减负”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陈聪）春节期

间，走亲访友避免不了聚餐饮酒，有人忙于聚会、
暴饮暴食，打破了原先的饮食规律，引起肠胃不
适、躯体失衡，担心是“节后综合征”找上了门。专
家建议，如果节后感到肠胃不适，不应盲目“断
食”，要注意饮食搭配、摄入适量。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指
出，“节后综合征”是一种过节后的自然现象，不必
过度担忧，更不能因此刻意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
流食，这样反而可能会造成新的营养失衡。

于康说，虽然不应盲目“断食”，但在吃的时候
可以注意在饮食上做一些“微调”。如果感到节后
肠胃有饱胀感，可以在节后只吃“七分饱”，即在每
餐吃到有轻度饥饿感的时候就要停止进餐，摄入
日常食量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即可。

此外，在营养搭配上要注意青菜、水果的摄入
和粗细搭配。于康说，节后的午餐和晚餐都应保
证充足的蔬菜摄入量，每餐也应做到玉米、小米、
燕麦、荞麦等粗粮的摄入。

于康还介绍说，喝茶和山楂水也有助给肠胃
“减负”。节后喝茶对体内油脂的消化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多喝山楂水可以帮助改善消化不良的症
状，同时还有助于控制血脂。

2月7日，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两名中国游
客在阿布·辛拜勒神庙前自拍留影。

虽然中国人过春节的传统是返乡回家，但越
来越多的国人选择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利用春
节假期外出旅游。 新华社记者 李碧念 摄

中国游客海外过春节

2月8日，市民在衡水市高新区一生态农场
展示采摘的草莓。

春节期间，河北省衡水市郊区的生态旅游休
闲园区迎来大批游客，农旅融合的乡村游成为市
民假期出游的好选择。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假日乡村旅游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