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亚3月12日电（记者易
宗平）挖坑、扶苗、培土、浇水……3
月12日，三亚市四套班子领导、驻
军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和机关中层
以上干部200余人，在该市甘什岭
自然生态保护区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5000株海南本土珍贵树种平添
一抹抹新绿。

3月12日是植树节。当天，三

亚市各界围绕“广植乡土珍稀树种，
为自贸港增绿添彩”的主题，植下的
海南本土珍贵树种有坡垒、沉香、母
生等。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
道驰到场为“义务植树基地”揭幕，
并与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植树造林
活动。

2018年 4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储
备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乡土珍
稀树种木材储备基地。”

据了解，三亚市乡土珍稀树种木
材储备基地工程主要内容为：一是按
照国家、省下达的储备林建设规划，
至2035年，采取人工造林、现有低质
林改造及中幼林抚育等措施，有效培
育和精准提升国家储备林。二是优

选树种，建设乡土珍稀树种木材储备
基地，初定总目标1万亩，分解到各
年度实施。

近年来，三亚通过植树造林来绿
化家园、美化家园，并在2018年中国
生态文明论坛年会上获评“美丽山水
城市”。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69%，爱绿、护绿、植绿、兴绿的时尚
蔚然成风。

5000株海南本土珍贵树种添新绿
未来将建1万亩乡土珍稀树种木材储备基地

三亚

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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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日前印发，我省将
加大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计
划于 2030 年全省禁止销售燃油汽
车。对此，省发改委副主任颜人才3
月12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省将按照“桩站先行、适度超前”
的原则，同步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颜人才说，为满足全省清洁能源
汽车发展需求，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
点布局，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规
划》要求，省发改委已组织编制了《海

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办法》《海南省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省级补贴暂行办
法》等文件，现已征求有关部门和市县
意见，正在进行修改完善，计划3月底
报省政府审定印发，“下一步，各市县
政府将根据省里的规划，结合本地区
建设任务，进一步研究制定本地区的
专项规划。”

据介绍，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年度
建设目标将根据清洁能源汽车推广情
况实施动态调整，据初步测算，预计到
2020年，全省累计将建设充电桩8.5

万个，总体车桩比小于3：1；到2025
年，全省累计建设充电桩33.7万个，
总体车桩比小于2：1；到2030年，全
省累计建设充电桩94万个，总体车桩
比接近1：1。

颜人才说，充电基础设施实行属
地建设管理的原则，要压实各市县政
府主体责任，将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年
度建设任务分解到各市县，由各市县
结合辖区实际，明确建设地点、建设类
别，并纳入市县“多规合一”。省发改
委已把今年全省4万个充电桩建设任
务分解到各市县，各市县正按照省里
的统一部署要求，开展建设。同时，各
市县政府每年必须拿出一定的建设用
地、住宅小区用于充电桩建设；设立项
目申报“单一窗口”，简化项目报建手

续，对纳入建设布局规划且手续完备
的项目施工予以保护；电网企业要简
化接网及电力计量装置报装手续，落
实绿色通道和限时办结要求，为充电
设施建设提供便利、高效服务。

此外，各市县要研究出台加强城市
停车位特别是公共停车位建设的管理
办法，按照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有关
目标编制城市停车场建设规划，并确保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标准的落实。

颜人才说，省发改委目前已研究
制定了《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方案（2019-2020年）》，并报省
政府审定，要求全省“一盘棋”，共同推
动，各有关职能部门，结合职责分工，
研究制定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办
法措施。

“我省还将落实电价优惠政策，省
物价部门将研究印发相关通知，将我
省峰谷电价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电动
汽车用户，按照充电设施所在场所区
分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工商
业及其他用电，执行峰谷电价政策。”
颜人才说，通过电价政策，可以引导用
户避峰填谷选择合理时段进行充电，
既有利于降低用户电费支出，还有利
于提高海南电网的稳定性。

我省还将加快推进供电抄表到户
工作，并对物业小区、商业综合体、写
字楼等区域的充电设施，安装独立的
配电设施及峰谷分时计量装置，以免
电动汽车车主因合用变压器和线路而
共同分摊公摊电费和损耗费用，增加
负担。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

今年我省将建4万个充电桩
各市县政府每年必须拿出一定的建设用地、住宅小区用于充电桩建设

关注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

广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01执771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与海南南国食

品实业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 9月10日作出（2018）琼民终

552号民事判决，判令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250g

Ginger coconut candy（250克姜汁椰子糖）》美术作品著

作权的行为，销毁全部侵权包装；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

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计100000元；海南南

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官方网

站（http://www.nanguo .com）首页和《海南日报》上登载

声明，消除影响；如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未按判项消

除影响，法院将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

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承担。判决生效后，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

制执行。由于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至今尚未按照判

项消除影响，本院现将上述（2018）琼民终552号民事判决

内容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2019年2月27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4月23日10时
至2019年4月24日10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海口市秀英区滨海
大道海长流绿地缤纷城A区3号楼7层3-703房产[合同备案号:
L00270925]。60万元,保证金:6万元,增价幅度:0.3万元。二、
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参加竞买。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9年4
月6日10时至2019年4月22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
有意者请提前与本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或自行前往看样。四、特
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
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

的确认,责任自负。五、拍卖成交买受人付清全部拍卖价款后,凭
本院出具的文书自行至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办理过程中所
涉及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及有可能存在的物业
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六、拍卖余款请在拍卖成
交后七个工作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1、银行付款方式:银行汇款
到法院指定账户(户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丘 海 支 行, 账 号:
1010853590000002）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委
托法院发布的拍卖须知。标的物情况介绍摘自琼二房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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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三月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
道海长流绿地缤纷城A区3号楼7层3-703房产的公告(第一次拍卖)亲爱的校友: 华中科技大学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无论您走多

远，母校始终关注着您的发展和荣光！“明德厚学，求是创新”，海南
校友会作为校友总会常务理事单位，一直以来心系母校，关心校友，
积极促进母校、校友与海南全面合作与发展，为校友们提供医疗、教
育、产业咨询等各项服务。当前，海南正处于建设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时期，各界校友积极参

与、大有可为，值此之际，隆重召开“华中科技大学海南校友会2019
年校友大会暨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诚邀您出席本次盛会，热忱期
待与您重逢相聚！时间：2019年3月16日14:00-20:30；地址：海
口市秀英区美华路8号皇马假日醉海南大酒店；联络人：华中科技大
学海南校友会秘书处王能友13307508288

华中科技大学海南校友会 2019年3月13日

华中科技大学海南校友会2019年校友大会邀请函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24号

海 南 冠 羽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9E34U，法定代表人彭志龙)：

由于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

相关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

稽通〔2018〕29号）公告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经查证，你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涉案发票共计2份，金额145,374.36元，税额24,713.64

元，价税合计170,088.00元；涉嫌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

进项税额，涉案发票共计47份，金额4,666,666.58元，税额793,

333.42元，价税合计5,460,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规定，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7日

内，来我局对相关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

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

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3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蒲女士 陈女士 孙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20953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22号

海口芳琪纺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57872374X，

法定代表人：张海）：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稽查结论》（琼税一稽结

〔2019〕6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稽查结论》内容：我局对你公司2011年1月1日至2012

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根据现有证据，未发现违法

事实。

联系人：郭海花、梁文

联系电话：0898-66770329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603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3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23号

海 南 兴 基 源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T3C4W9Y，法定代表人聂克生)：

由于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
关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
通〔2019〕28号）公告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经查证，你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涉案发票共计25份，金额2,493,123.90元，税额423,831.08
元，价税合计2,916,954.9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规定，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7日内，来我局对
相关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你公司依法享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
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3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蒲女士 陈女士 梁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20953

■■■■■ ■■■■■ ■■■■■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张珊珊 陈创淼）春日融
融，新绿初绽。今年3月12日是我
国第41个植树节，海口于当天上午组
织3500名干部群众在海榆中线永庄
水库旁、新坡镇月塘村、滨江西隔离绿

化带、演丰镇苏民路、海秀镇周仁村等
地开展春季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当
天共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5亩。

据统计，海口当天的植树活动共
种植红花紫荆、黄花风铃等景观树
1380株，完成滨江西路绿化及乡村

绿化美化面积1.1万平方米；种植椰
子、槟榔等经济树苗8800株。

“每个适龄公民每年均应承担植
树3至5株的义务。但现在上班族
工作压力大，不一定有时间参与植树
活动，也可通过其他方式替代。”海口

市绿委办专职副主任林占梅介绍，适
龄公民可通过自愿向依法设立的中
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及其他依法设立
的碳汇基金会出资购买碳汇，取得

“购买碳汇凭证”，以此方式折抵义务
植树任务。

3500人完成造林绿化105亩
市民可通过“购买碳汇”履行植树义务

荒坡上种下
百株沉香

本报那大3月12日电（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3月12日，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
研究所和海南荣屿现代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在儋州市南丰镇油文村的
松涛水库边的荒坡上，联合举办沉
香示范基地挂牌仪式暨植树共建活
动，当天种下100株沉香。

据了解，海南荣屿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在儋州市南丰镇沉香基地面
积为1000余亩。该公司将发挥资金
及市场优势，借助中国热科院技术力
量，通过引领示范作用，以提供种苗、技
术和销路的方式，带动农民成立沉香种
植合作社，做大做强儋州沉香产业。

20多家基地分公司
同时开展植树活动

本报那大3月12日电（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谷家福）3月12日，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橡胶）组织20多家基地
分公司同时开展植树活动，累计种植
3万多株树苗。种植树苗除橡胶苗
外，还有椰子树等热带作物种苗。

挥锹铲土、扶苗培土、浇水盖
草……在海南橡胶西联分公司新
盈派驻组新伟队占地300余亩的橡
胶苗定植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该集团高管和胶工共同参与植树活
动，一派热闹忙碌的劳动景象。

西联分公司新盈派驻组东田队
胶工王丽琴当天早早就来到现场，
她说，一棵棵橡胶苗种下的不仅是
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也是
创建绿色家园的美好希望。

关注植树节

椰城上演《霸王别姬》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

生钟南）3月12日晚上，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
出活动之一——上海歌舞团舞剧《霸王别姬》在海
南省歌舞剧院上演。精彩的舞蹈、恢弘的场景以
及磅礴大气的音乐为海南观众再次呈现了项羽和
虞姬流传千古的凄美爱情。

上海歌舞团创排的舞剧《霸王别姬》于2003
年首演，曾赢得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作
品金奖。据介绍，《霸王别姬》曾在国内外上演
100余场。2018年3月，上海歌舞团复排了这一
经典作品。

据了解，距离上一版《霸王别姬》最后一次演
出已过去了10多年，当年这部舞剧曾获得观众与
业内人士的好评。主创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了演员队伍更加年轻化之外，团队在舞美等方面
精益求精再做提升，让其更符合时下的审美眼光
与观赏习惯。

该剧将于3月13日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
演第二场，市民游客可前往剧院售票处或通过关
注“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

海口

海胶

儋州

海口加强机场高铁沿线
环卫管理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近日，
海口市环卫局召开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
间环卫保障工作专题会，对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间的海口环卫保障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海口各区环卫局、环卫 PPP
企业要提高海口环卫应急保障能力、服务
水平和作业质量，共同营造整洁优美的城
乡环境。

会议强调，各区要高度重视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期间环卫保障工作，要做好重点点位
的保洁工作，要确保道路干净见本色，标志线
清晰可见，路面垃圾存留时间不超过 15 分
钟，严格执行作业标准。尤其是要加强机场、
高铁沿线、火车站、港口、景点景区、夜市周边
道路及航空俯视区、高铁俯视区的环境卫生
管理。

关注海口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3月12日，位于文昌
的岛东林场，工作人员种
植木麻黄。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最是一年春光好
植树添绿正当时

三亚参加
亚洲航线发展大会
推动加密亚太地区航线网络

本报三亚3月12日电（记者徐慧玲 林诗
婷）海南日报记者3月12日从三亚市有关部门
获悉，3月 10日，三亚市旅文局组织本地包机
商、机场和航空公司等赴菲律宾参加亚洲航线发
展大会，并通过组织三亚航空企业与捷星航空、
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等航空公司、机场代表进行

“一对一”会谈，举办三亚旅游专场推介会等方
式，为三亚本地包机商与国际航空公司搭建沟通
桥梁，以推动三亚国际航空航线开通，多举措提
升三亚入境游客量。

会议期间，三亚市旅文局举办三亚旅游专场
推介会，方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等三亚本土航空
企业与亚航印度、菲律宾航空、东京成田机场、
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等亚洲地区的航空公司、机场
进行面对面的洽谈，并就航线开通等相关合作进
行可行性探讨。

据悉，亚洲航线发展大会由英国 UBM
（United Business Media）航空集团主办,是
业内负有盛名的由全球航空公司、机场、政府机
构、旅游局、供应商及相关业者参与的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