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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确定文昌市

“文昌学校高中部”项目用地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4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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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昌学校高中部”项目用
地规划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文城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29-3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4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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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H-29-3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6日

关于追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违约金事先告知书
陵国土资函〔2019〕111号

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通过挂牌方式竞买取得我县椰林镇

滨河南干道10355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年12月9日，你
公司与我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46003410012（37541 平方米）、46003410013（46273 平方米）、
46003410014（19737平方米），土地出让金总额为人民币56953.05
万元。2014年5月8日，县政府给你公司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
证号分别为陵国用（椰）第13290号，土地面积为37541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商服用地，陵国用（椰）第13291号，土地面积为46273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陵国用（椰）第13292号，土地面积为19737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经核查，你司向我县缴交土地出让金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0
年11月16日支付竞买保证金8700万元，2011年2月25日支付土地
出让价款19776.525万元，2013年 7月 31日支付了土地出让价款
8000万元，2014年2月27日支付了土地出让价款20476.525万元。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你司逾期支付土地出让金，
应当缴交违约金。

我局于2019年1月28日向你司出具《关于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违约金的通知》（陵国土资函〔2019〕37号），通知你司应
于2019年2月12日前向我局缴交违约金30330.7967万元，你司至今
仍未缴交上述违约金。

你司不按照通知要求缴纳上述违约金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和海南省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根据《海南省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我局拟作出如下决定对你单位追缴土地出让金违约金：

责令你司于2019年3月12日前，按照《关于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违约金的通知》（陵国土资函〔2019〕37号）确定的违约
金足额缴纳至我县财政指定账户，缴交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2号窗
口。

你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如要求陈述、申辩，可在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并提交有关证
据材料；如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方式提
出申请。逾期未提出，视为你司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5日

三亚市迎宾路和商品街铺面招租公告
一、招租标的:①三亚市吉阳区商品街25号铺面，建筑面积

122.50m2，竞租底价28267元/月；②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26号铺面，
建筑面积183.60m2，竞租底价25462元/月。二、租赁期限：均五年。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3月14日，有意竞租者请前往海南省烟
草公司三亚公司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登记报名，我司将提供《竞租规则》
和《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并于12日上午10:00组织统一实地看房。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52号，联系人：石先生，联系电话
0898-88869866。四、竞价时间：2019年3月22日上午9:00。五、竞
价地点：海南省三亚市三亚烟草公司六楼。六、报名条件：有意竞价
者，在报名期间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

单位名义参加竞租的，须提供营业执照原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或
授权书。七、保证金：每个铺面的竞租保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保证金
不计利息，竞租者须按在报名期限内交纳，否则不得参加竞租，竞租者
需凭保证金存缴交凭证到三亚烟草公司二楼财务科领取保证金收
据。竞得者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竞得者全额退还保证金。如竞
得者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账户：开户单位：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
公 司 ；开 户 银 行 ： 农 行 三 亚 分 行 ；银 行 账 号 ：21-
751001040011131。八、备注：铺面不得用于经营下列项目：餐饮业、
歌舞厅、卡拉OK、KTV、网吧、诊所、赌博、美容美发、保健、农药产品等
有害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焊接、榨油及噪音较大的加工业务等，以
及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九、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
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所有。

保护海底通信光缆
你我共同责任

海南出省海底通信光缆是海南省连接外界通信最重要
的传输通道。海南出省海底通信光缆主要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海岸段至徐闻县海安镇海岸段及海南临高角至广西北海
海域。海洋工程施工、船只抛锚拖锚、设置定置网、渔业养
殖、打桩、挖沙等都会破坏海底通信光缆。人为破坏海底通
信光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将追究当事人刑
事责任。

请在海底通信光缆敷设区域作业的单位和个人注意保
护海底通信光缆。保护海底光缆，你我共同责任！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社现公开招聘新闻采编人员，诚
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海南日报社摄影记者2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

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
感强；

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35周岁以下；
3.热爱新闻传播和新闻摄影；具备独立的图片采编能力，娴

熟掌握图片、视频的拍摄；
4.了解新媒体发展，具备新媒体制作能力；
5.具备足够的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执行力，主动

性、责任心及团队协作意识强。
6.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
7.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报名方式
1.请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写《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163.com
（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报名时请附上个
人相关证书、证件及作品等。截止时间3月15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复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诚聘

关于文昌市木材公司无法联系
人员劳动关系认定的公告

文昌市木材公司，现正在进行企业关闭改制，也已得到文昌
市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市木材公司
重新启动企业关闭改革工作的批复。由于公司职工陈蕊、潘正坦
两位同志长期离岗无法联系，影响了劳动关系的确认。为保证职
工安置顺利进行，请以上两位同志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公司联
系，否则公司将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人事劳动保障厅等四部门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劳动关系处理等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
款第五项的规定，认定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予安置。

公司联系人：林灿 联系电话：13907509700
特此公告

文昌市木材公司
二O一九年三月六日

现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融合中心项目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聘请招标代理机构。现
公告如下：

报名要求：
（1）依法注册并在省级财政厅备案的招标代理机构；
（2）代理机构近三年内承接过大型信息系统集成等

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3）代理机构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

记录；

（4）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原件备查）；

（5）提供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的标准（加盖公章）。
报名时应提供上述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

公章）。
报名时间：2019年3月6日至3月8日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66810731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17楼

关于聘请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司

受委托，定于2019年3月21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以下标的：

1、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花园新村B型 701房，套内面积
84.62m2（三房一厅），参考价：54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2、海口市
南航路（现正义路）汇宇别墅E4栋，建筑面积310.51m2，参考价：270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特别说明：上述房产按现状净价拍卖，房产过户所有税、费由买
受人承担，可以提供50%银行按揭贷款。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3月19日。
有意者请于2019年3月20日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
司；账号：4600100283605300688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椰岛
支行）。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层
电话：0898-66721736 18976590511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0321期）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E340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出版产业大厦项目用地属江东组团片区E3403地块，规划用地性
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为支持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提升海南出版行业竞争力，
拟对E3403地块用地性质进行调整，同时将该用地东、西两侧缝隙地整合
起来，一并修改为艺术传媒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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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2019年3月6日至4月
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gov.
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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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6日

关于本院恢复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海甸支行与被执行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海口那甲

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瑞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中商农

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口那甲实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长流那甲山的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建字第2009A0198号）。被执行人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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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恢204号之一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三月一日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我局拟收回位于海榆大道16-17公里东侧，机场出口处两块
国有土地，土地权属人为：海南申华置业有限公司，土地证号为
2003-08-00048和2003-08-00049，宗地四至为：东至琼秀村（界），
西至海榆东线，南至多甫大道，北至多善新村。土地总面积为
65668.36平方米（合98.50亩），为国有土地，该两宗土地海南省海
南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0日（1998）海南法执字第54-7号
民事裁定书将两宗土地裁定给海南诚一房地产开发公司（现更名
为“海南融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
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该两宗土地进行收回。

特此通告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2019年3月4日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叶媛
媛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曾令滨）

“推出这样一个小程序实在太好了，百
姓有需求都可以在上面点单，既方便，
又高效！”3月4日上午，海口市民郑瑞
莹第一次使用“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微信小程序后，对这项便民服
务频频竖起了大拇指。据悉，自该小
程序今年1月初正式上线后，不少群
众问题得到解决，该项服务也受到了
广大群众的肯定。

通过微信登录“琼山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小程序，可以看到应用
界面中不仅囊括了文明地图、文明
课堂、文明习语等丰富内容，还有
文明动态、文明实践等琼山区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动态。海南日报记
者打开“文明实践”一栏后发现，栏
头的“菜单”标明了琼山目前为百
姓提供的各项具体服务，“科技和
科普服务类”“医疗卫生服务类”

“健身体育服务类”“文化服务类”
“教育服务类”等均涵盖在内。点
开每一项，界面中还会显示更详细

的服务内容介绍。
打开“点单”一栏，输入“服务类

型”“服务标题”和“服务内容”等信息，
群众就可线上反映自己的需求，后台
工作人员接到“订单”后将反映到各
个部门，让群众通过“指尖”，就能获
得高效便捷的解答与服务。琼山区
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小程序目前面向
社会开放，人人皆可受益、人人皆可
服务。除了通过点单解决诉求，有想
提供志愿服务的市民还可以在小程
序进行注册，成为志愿者，为有需求

的群众提供服务。
小程序上线后，百姓热切响应。

琼山区云龙镇南国威尼斯小区“候
鸟”业主组成志愿者服务队，通过小
程序“点单”开展生态保护、卫生整
治、爱护河流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7
次，义务到云龙中心小学开设书法
课，受益学生达100多人次；国兴街
道文坛社区成立“候鸟之家”，通过
小程序为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提供
烘焙、礼仪教学等丰富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

据悉，琼山区开发这一小程序，旨
在通过“群众点单、政府派单、志愿者
接单”的形式，将“精准滴灌式”志愿服
务与线上服务相融合，真正做到打通
服务农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琼山区已线上注册1万余
名志愿者，可为百姓提供七大类282
项点单服务。截至今年2月底，共有
百姓在小程序上点单2291次，受欢
迎的主要为教育服务类、科普服务
类、文化服务类，目前已有1082件订
单办结。

海口琼山区借力“互联网+”精准对接百姓需求

小程序实现便民大服务

海口博义盐灶片区
棚改回迁选房启动
4600余套回迁房供挑选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3月5日上午，海口市
龙华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
品房工作正式启动。此次选房日期截
止到4月29日，共4600余套回迁房
等待回迁户挑选。

2015年5月，海口市龙华区启动
博义盐灶片区棚改项目，博义盐灶片
区未来规划建设道路，增设垃圾转运
站等设施，并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此次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共有7
个户型，面积从40平方米到140平
方米不等，所有回迁房都是简装房，
回迁户可以免装入住。龙华区博义
盐灶片区棚户改造项目指挥部工作
人员介绍，此次选择实物安置的协议
有4200余份，选房顺序以选房人所
签订的征收协议中记载的“登记顺序
号”为依据。

在选房登记工作期间，回迁户可
携带身份证原件、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原件、《选房通知书》原件等相关材料，
到盐灶路168号盐灶廉租房小区隔壁
(原博义村公庙)回迁安置商品房小区
院内进行登记。

“感动万宁”2018十大
年度人物评选启动投票
投票截止日期为3月12日

本报万城3月5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卓
琳植）日前，“感动万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评选
启动投票，投票截止日期为3月12日。

据了解，“感动万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一
共初选了19位候选人（集体）。在他们当中，有
带着贫困户脱贫的致富“领头雁”，有联手施救落
海渔民者，有身残志坚的“最美农民工”。这些平
凡人物的经历和故事，在当地广泛传播，汇聚成
一股温暖的力量，激励着更多的人们向善向上、
奋斗前行。

“感动万宁”2018十大年度人物评选公众投
票可关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进入“感动万
宁”专题页面（首页左下方）进行投票。每个微信
每天能投10票，每天可为同一候选人投1票，最
多可选10人。

评选活动由万宁市委、万宁市政府指导，万宁
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万宁市委宣传部主
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都市报社、万宁市文明
办、万宁市广电中心、万宁市新闻办联合承办。

定安将建4个特色产业
扶贫示范基地

本报定城3月5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
玉 通讯员王丽云）海南日报记者3月5日从定安
县政府办公室获悉，该县今年将保证剩余1258户
3434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巩固已脱贫人口脱
贫质量的前提下，将帮扶政策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边缘人群延伸。

据介绍，2018年，定安县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共投入资金2.86亿元，实现1881户7278人脱
贫，6个贫困村整体脱贫出列，然而在工作推进过
程中，仍存在少数贫困户脱贫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定安今年将创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扶贫示
范基地4个，并组建定安黑猪、黑山羊、定安鹅、芋
头、富硒香米、槟榔加工等方面产业联盟;还将全
面推进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促进产
业链和利益链向贫困户延伸；将实现转移就业
700人，开展职业培训1000人，建成10个扶贫车
间或基地，实现已开发的扶贫岗位全部上岗，举办
两场扶贫招聘会、开发就业扶贫岗位300个；将建
设龙湖镇安仁村、龙门镇红花岭村、龙湖镇里变村
共3个旅游扶贫示范村；还将成立至少1个乡镇
消费扶贫惠民超市。

喜收
瓜菜

近日，琼海市
嘉积镇棉寨村的农
民采收南瓜，喜笑
颜开。

据了解，2018
年，我省优化农业
结构，扩大冬季瓜
菜种植面积 10万
亩、热带水果种植
面积 7.6 万亩，推
广优质稻95万亩、
特色稻 2.8 万亩，
调减低效经济作物
12万亩，恢复撂荒
地生产10万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