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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肋条肉
黑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3.46
19.58
54.12
52.54
14.02
6.91
22.71
4.11
3.93
4.07
3.70
2.51
5.38
4.50
4.45
3.18
2.74
2.46
7.38
2.19
4.76
3.59
2.83

日环比
2.03%
0.63%
-1.21%
0.00%
-0.28%
0.04%
-2.33%
1.34%
1.87%
-0.55%
0.90%
3.95%
-1.56%
-0.66%
6.66%
0.07%
0.54%
0.75%
1.72%
0.81%
1.50%
5.08%
8.69%

公 告
澄迈县金江镇村头村民委员会海河村民小组对位于海河村

土秋岭918.2663亩集体土地享有所有权，证号为金江集有(2005)
第0131号，面积918.2663亩，四至范围为:东至村头下村村民小
组土地;南至仁家村民小组土地;西至村头上村村民小组土地;北
至国营红光农场土地。现本集体拟将其中的110.1196亩土地（A
块）和17.2661亩土地（B块）发包。为此，凡是在本集体第0131
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范围内A块、B块土地上种植作物的农户(包括
本集体外种植的农户)，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与本集体协商处
理。否则逾期未与本集体联系，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农户自
行承担，与本集体无关。

特此公告
澄迈县金江镇村头村民委员会海河村民小组

2019年3月5日

明昌塔作为旧日美舍河畔重要的人文景观，传承着琼台文
化。重建明昌塔，能够活化海口这座城市的记忆，将让琼台文化的

“海南记忆”得到延续。为了传承和展现明昌塔、大悲阁的历史文
化内涵，我区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及其对联
（原始对联或新写的对联）等。

【征集范围及内容】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及其对联（原始对联
或新写的对联）和图片等，主要反映原明昌塔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和
文化艺术价值的古建材，在时空上从远古直至近代充分展现明昌
塔研究意义，包括典型实物、石柱础、古建筑构件、砖块、木材、陶
瓦、石鼓、屏风、砖柱、门、石牌匾、桌椅、板凳、雕花板、窗格、传统家
具床、椅、凳、桌、案、几、柜、架具、箱等。

【征集方法】（一）捐赠。经专家鉴定，凡符合捐赠标准的，将颁
发捐赠证书，在使用捐赠品时注明捐赠人名称。（二）收购和奖励。

经专家鉴定及评估后，对符合收购标准的旧物协议收购。对征集
到的对联，经过专家评审后选出最佳作品20副（含横批），并给予
奖励。（三）复（仿）制。个人或社会团体向我局提供复（仿）制件，或
者提供高清照片及尺寸，由我区有关部门组织复（仿）制。

【收藏与利用】征集的旧物，可利用的古建材融入新塔建设中，
其它的进行陈列收藏；本着“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妥善保
管和使用。

【征集时间】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征集截止时间为2019年6
月30日。原明昌塔、大悲阁对联（原始对联或新写对联）征集截止
时间为2019年3月13日。

【联系方式】联系人：陈泉浩、符森。联系电话：0898-
65826322。邮箱:qtfxb6322@163.com。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街道中山北路22号琼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琼山区原明昌塔、大悲阁旧物及其对联征集启事

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中小企业应付账款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部份应付账款长期挂账，又无

法联系到相关单位，具体如下: (1)陈建83.85元，(2)福建土木建
筑公司1000.00元，(3)海南省电力物质经销部7704.00元，(4)海
南省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10000. 00元，(5)琼山机电安装
公司550. 00元，(6)上海望源测控设备20.00元，(7)西安恒新水
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000.00元，(8) 邢晓山245.87元，(9)电
站卫生所8293.00元，(10)加艾村民委员会7200. 00元。

请以上单位或个人凭有效证件于登报之日起45天内来我
公司办理相关付款手续，逾期未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的，本公
司将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天汇能源五指山发电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2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第十三层
写字楼办公区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为1360.5平方米，租期5
年，挂牌底价为489780元/年。公告期：2019年3月5日-2019
年3月18日。对竞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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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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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
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hizw/），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
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 3月5日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单元S8-5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S8-5局部用地规划

条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嘉积城区车站路与人民南
路交汇处北侧，总用地面积合计为9.89公顷（约148亩）。现拟修改用地规
划性质和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3月5日至4月16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
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
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
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4日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对2019年海南、江西、河北电站保险
进行招标，欢迎合格的保险公司前来投标。

一、本招标项目海南天能电力公司海南、江西、河北地区电站
保险，由海南天能电力公司进行招标事宜。

二、投标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运作的企
业法人或具有企业法人授权的其他组织；（二）具备经营保险业务资
格；（三）注册资本人民币20亿元及以上；（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3月7日止；（二）标书领取地点：海口市金龙路兴业银行大厦17楼。

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
时间：2019年 3月 11 日 15:30时;（二）开标时间：2019年 3月 11
日；（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龙路兴业银行大厦17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陈女士 18689512351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海南、
江西、河北电站保险招标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27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 琼0106执279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4月9日10时至2019年4月10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南
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北路南侧恒吉花园西楼A段1、2号楼西2楼
705房，起拍价:433157元，竞买保证金:8万元。咨询时间:自
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3月22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
日除外), 2019年4月2日上午9点30至10点30(自行前往看
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9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
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
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本周海南最高温
或达36℃

本报海口3月4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林俊汝 翁小芳）记者今日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
预计本周前中期海南岛局地将伴有强对流天气，
各地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或将升至36℃；后期（9
日夜间至10日）将出现降温、降雨天气。本周天
气变化较大，请市民及时关注气象预报，出行需提
前备好雨具。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3月5日、8日—9日白
天，受偏南气流影响，海南岛多云间晴，西北部局
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将伴有雷雨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气温较高，其中8日—9日
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将升至33—36℃，东南半
部地区30—32℃，最低气温20—24℃。

6日—7日，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
响，全省多云，东北半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
地将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
31—34℃，最低气温19—23℃。

9日夜间—10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将
出现降温、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6—28℃，其余地
区29—32℃；最低气温略降。

三亚举办龙抬头节
记忆图片展

本报三亚3月4日电（记者徐慧
玲）3月3日，中国·三亚龙抬头节记忆
图片展在三亚临春岭公园开展，现场
展出近百幅反映大小洞天二月二龙抬
头节的图片，让市民、游客重温该节庆
往届活动的精彩瞬间。此次图片展将
持续至3月13日。

据悉，3月8日至3月10日，第十
五届中国·三亚龙抬头节暨南海祈福
盛典将在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举行，
让游客感受独特的琼岛文化，促进文
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海口3月 4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王雪梅 刘诗琦）企业登记
注册在全省不受地域管辖限制，网上
自主申报无需现场办理，实现“一次
不用跑”……今年以来，随着海南自
贸区制度创新的其中一项成果——
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的实施，越
来越多的商事主体体会到海南商事
登记的便利化、人性化、智能化。

近日，海南天著疏浚工程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刘柬，在海口花了不到
半小时，就完成了全部企业设立登记
事项。“太方便了，太快了！”刘柬感慨
道，天著疏浚公司设在东方市，如果
在以往，只能到东方工商部门办理登
记注册手续。商事登记“全省通办”
制度实施后，登记注册可以就近办
理，而且在手机上可以操作，不用提
供各种纸质申请和证明材料。

2018年12月26日，海南省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
行。为确保《条例》的贯彻施行和海南
全省商事主体自主申报登记实现“全
省通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创建海南
商事主体登记平台（海南e登记），该
平台于2019年1月2日正式上线。

“《条例》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
在全国率先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
办’。海南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需要，运用
经济特区立法权，对商事登记制度进
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省市场监管
局局长张东斌说。

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即商
事主体通过全省统一的登记平台（海
南e登记）自主申报登记，由登记平
台自动审核通过；特别情况需要人工
核验的，由登记平台在全省随机选派
注册官进行核验。省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作为唯一登记机关，统一核
发营业执照。各市县（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不再现场受理商事主体登
记业务，但保留登记窗口，为申请人
提供登记咨询、引导、协助办理等服
务，便利群众办事。

“全省通办”的主要流程是：对
商事登记申请人填报的格式化登记
信息，登记机关通过全程电子化的
登记平台自动进行审核；对申请人
申报的非格式化电子文件，以及需
要审核、核验的特别情况，由登记机
关从全省范围内随机选派注册官依
法进行审核。

“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破
解了企业登记注册难题。”省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王磊介绍，我省原有的企
业登记模式带有浓厚行政审批色彩，
且多为现场受理商事主体登记业务，
提交的登记材料多，申请人申报企业
登记不够便利化、人性化、智能化，不

利于群众办事。而商事登记“全省通
办”制度，打破登记注册地域管辖限
制，将海南全岛作为一个城市整体进
行管理，最大化方便登记注册行为，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进一步统一了商
事登记的标准、流程和尺度，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注册官自由裁量权，实现
注册官资源整合，提升了工作效率。

海南e登记运行约2个月已初见
成效。据统计，截至2019年 3月 1
日，通过海南 e登记名称自主申报
25512个；新设商事主体17228家，
其中，内资有限责任公司7920家，个
体工商户 9308家。每天平均新增
商事主体351家，名称和设立登记系
统自动审核占76.13%。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海南将继续深化登记注册便
利化改革，完善海南e登记建设，不
断优化自贸区、自贸港营商环境，推
动企业发展。

企业在海南登记注册不受地域管辖限制，实现“一次不用跑”

“全省通办”破解企业登记大难题

本报金江3月4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张力元 宋印官 刘仰奇）3
月3日中午12点，海南联网二回工程
第四根海底电缆在澄迈500千伏林
诗岛终端站登陆，标志着该工程海
底电缆完成敷设。海南联网二回工
程是国内第二条500千伏超高压、
长距离、大容量的跨海联网工程，预
计今年4月建成投运，工程建成后海
南岛与大陆将实现双回线路跨海联
网，海南电网有了“双重保障”，将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电
力支撑。

据介绍，海南联网二回工程共有
4根海底电缆，其中单根最长32公
里。海底电缆登陆需将大约1公里
的海缆从敷设船释放到海面，在船
上完成牵引头的制作后，由小船将
海缆牵引至登陆段，再通过岸上的
牵引机牵引上岸，最后沉入预先挖
好的沟槽再进行填埋。连日来，400
多名电力施工人员坚守现场忙碌施

工，重点对海缆敷设安全、进度、质
量进行管控。3月3日中午12点，第
四根海缆成功登陆上岸。至此，历
时1个月，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海底电
缆敷设全部完成。

下一步，海南联网二回工程还
须对海底电缆进行海上的冲埋和
抛石保护，后续将开展海缆终端头
的制作、海缆绝缘油泵站的调试等
工作，预计今年4月建成投运，实现
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二次牵手”。

海南联网二回工程海底电缆完成敷设

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即将“二次牵手”

陵水公布2019年
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

本报椰林3月4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公布2019年十
大为民办实事事项，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陵水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包括：学生眼科疾
病筛查、对农民小额贷款贴息、重度一级残疾人免
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提高学前教育“三类幼儿”
资助标准、建设警务便民服务站、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程、妇女常见病普查、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
陵水社会治安综合保险、菜篮子工程（英州镇综合
农贸市场等升级改造）。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
重要讲话中指出，“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这为海南建设自
贸区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去年
4月13日以来，我省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加快推进自贸区建
设，取得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本报今起推出“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推进自贸区建设”专栏，聚
焦海南自贸区建设成效，为创
新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
造良好氛围，敬请关注。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推进自贸区建设

本报三亚3月 4日电 （记者孙
婧）3月4日，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从
省卫健委整体移交给三亚市政府管
理，并更名为三亚中心医院，但保留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牌子。该院
负责人表示，移交、更名之后，三亚中
心医院将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服务
于三亚公共卫生事业，在紧密型医联
体建设上承担更大责任。

在今天召开的移交大会上，省卫

健委副主任周国明表示，省第三人民
医院建院已有57年，是琼南地区首
家三甲医院，也是海南医疗卫生事业
的中坚力量。此次医院移交属地管
理，将增强医院的地域归属感，更接

“地气”、更有“热气”。
接管省第三人民医院后，三亚将

把其纳入全市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
中进行统筹规划。三亚市副市长
何世刚指出，省第三人民医院移交

三亚市政府管理，是省委、省政府
基于三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
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目前三亚
市卫健委正在开展前期调研，谋划
推进该市 3 家地方公立三级医院
在硬件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的协调发展。

三亚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陈
仲表示，医院将围绕三亚建设国际化
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目标，重新

制定该院的5年发展规划，帮扶三亚
基层医疗机构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医院，深入开展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工作。

据了解，三亚今年将以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进紧密型医
联体建设，提升基层医疗队伍水平，
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构建15分钟城
市健康服务圈和30分钟乡村健康服
务圈。

省第三人民医院移交三亚管理
更名三亚中心医院，助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3月3日，海南联网二回工程第四根海底电缆在澄迈500千伏林诗岛终
端站登陆，标志着该工程海底电缆完成敷设。 通讯员 李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