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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宝宝联合主办的佳贝艾特杯·第十
一届南国宝宝大赛开始报名啦！南国宝宝大赛是一档大型亲子互
动类的幼童形象展示赛事，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每年有将近上千
名萌宝参赛，深受海南广大婴幼儿家庭所喜爱。省内0-6岁儿童
皆可报名参与哦！网红的机会从这里开始，秀萌宝照片，赢价值
10000元亲子3人游大奖！

活动报名方式
微信搜索“南国宝宝母婴”，点击主页下方“报名参赛”。报名

时间：3月1日至4月8日，初赛时间：3月25日至4月8日。
奖项设置
参与奖：初赛投票总得分只要达到600分即可获价值1000元

南国宝宝至尊无敌亲情大礼包。
人气奖：上传短视频在南国宝宝母婴抖音号上获赞最高的参

赛者可获得价值1080元全年郝桂珍土鸡蛋360枚。
安慰奖：0-3岁、4-6岁各组投票总分排行前9-12名，分别获

得价值1000元佳贝艾特成长大礼包，含两罐佳贝艾特奶粉+惊喜
礼品。

入围奖：0-3岁、4-6岁各组投票总分前8名入围总决赛，并分
别获得价值2160元全年郝桂珍土鸡蛋720枚。

南国宝宝大赛总决赛将于4月20日在2019海南国际孕婴童
产业博览会暨首届南国宝宝“亲情节”开启，总
决赛地点为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大厅。此
次进入总决赛，更有机会赢价值万元亲子3人
游大奖！

更多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南国宝宝
母婴”了解。

佳贝艾特杯·第十一届南国宝宝大赛开始报名啦！

备注：本公告清单所列债权数额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
日，债务人应支付给我公司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相关合同协议
及生效法律文书计算。本公告清单所列对应担保措施以生效法
律文书确认为准，债权担保从属权利与债权一并转让。二、交易
条件：要求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
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
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20
个工作日，为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4月11日，公告期内受
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本公告期限截止日
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五、联系方式：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吉女士：0898-66763991，唐女士：0898-66702447；朱
先生：0898-66734399六、受理排斥：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联系人及举报电话：陈美婷：0898-66719311，联系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9年3月14日

序号

1
2
3

债权合计

对应担保措施

债务人名称

大印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

债权情况
本金余额

367,160,000.00
82,765,751.11
318,399,999.82
768,325,750.93

1.抵押担保：位于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南侧（海口综合保税区内）230.68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A1、
A2、A3、B、C、D栋仓库，共169225.92平方米；2.质押担保：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海
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40.36%的股权、大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40.36%的股权、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内保税仓储物流一期项
目未来经营收入；3.保证担保：大棒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宇物投资
有限公司、琼海大自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泰鳌投资有限公司、王棒、彭松琴、王鹏、梁丹、王雅
琪、原泉、王清、王彩叶

利息、罚息及复利
111,236,393.93
21,150,254.01
148,702,993.31
281,089,641.25

小计
478,396,393.93
103,916,005.12
467,102,993.13

1,049,415,392.1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拥有的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3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公司拥有对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

限公司共3户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含罚息、复利）合计人民币1,049,415,392.18元，具体详见下表：（单位：人民币元）

产权申请人
琼海博鳌华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申请依据
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第
0105663号

土地坐落
海口市龙华区盐灶
路145号

申请土地面积
278.50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市国规【1990】

603号

项目名称
昌信住宅

小区

原土地使用者
海口海航企业房地产
开发公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海土资龙华字〔2019〕123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
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
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8日

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严正声明
2019年3月12日，海口宏展建筑工程公司、石家庄市新型建

筑材料工程有限公司、海口市琼山区农林局共同在《海南特区报》
第8版发布《公告》，称免去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吴华保同志的法
定代表人职务，并将现有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作废。对此，海
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认为该《公告》内容没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
据，对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严重影响，现发表严
正声明如下:一、海口宏展建筑工程公司、石家庄市新型建筑材料
工程有限公司、海口市琼山区农林局均不是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
司的出资人，无权作出免去法定代表人、作废营业执照和公章等事
项。二、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对造
成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损失的，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将坚决
采取法律手段以维护公司及职工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 2019年3月13日

白驹大道改造项目补征地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

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77753.33 平方米（约合 116.63

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村民小组有北后村、北前村、坡咏村、权

拥东村、权拥西村、榕树村、塘上村、面前园村、南排村、溪边内

村、溪边外村、吴宅村、柯宅村、乐阳村。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

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李先生:13976703345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3月14日

迁 坟 通 告

通知
三亚华皓房产超市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我单位与海南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海南盛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将其《三亚警苑小区合作协议》中的全部剩余款
项的结算问题由我单位与贵公司直接协商结算，海南盛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在该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由我单位
承接。

请贵公司尽快与我单位联系并支付三亚警苑项目剩余
款项。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海南省总队保障部
2019年3月14日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驻村才半个多月，临高县新盈镇
和贵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杨勇宏就
成了新盈镇的“名人”，受到大家的连
连称赞。和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永富说，“他来了，解决了我们
3年啃不下的大难题。”

杨勇宏是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选
任联室选举任免处副调研员，他驻村
究竟做了哪些事，让大家如此佩服？
这还得从村里的一户贫困户说起。

说起和贵村最破败的房子，王不
兰家排得上。村里的一块低洼地，矗

立着一座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老旧
破房子，发黑的墙面，脱落的墙体，破
洞的门板，这就是60多岁的王不兰常
年居住的屋子。门口常年积水，水面
都变绿了。早在2017年，王不兰家的
房子就被列入D级危房，政府想支持
她家建新房。

谁料，王不兰就是不同意！王不
兰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已去世，剩下
她与大女儿相依为命，常年少与人接
触，性格变得偏执。作为王不兰家的
帮扶责任人，临高应急管理局执法大
队大队长王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去
她家一次，被她狠骂一次，要不，她就

双手拜你，像送瘟神一样，让你进不了
她家。抵触情绪特别强烈。”王琦说。

杨勇宏一进村，村干部就将这第
一大难事告诉了他。“不能丢下一户
贫困户”，抱着这样的决心，杨勇宏多
次登门给王不兰做思想工作。她骂
得再狠，他始终笑呵呵。他耐心地向
她讲解政府的政策，用心了解其所需
所想。先是帮王不兰谋了份在村里
种三角梅的工作，到了“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这天，他还特地接她出来参
加跳绳等文体活动，还自掏腰包给她
买了衣服和鞋子，又给她家里买了崭
新的衣柜。慢慢地，王不兰渐渐放下

了心防。
3月11日，杨勇宏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近期就会动工修建她家的新房，
政府补贴6.5万元，再发动社会力量
来资助帮扶，争取6月就让王不兰入
住新房。记者采访时发现，如今王不
兰看到杨勇宏跟她打招呼，还会微笑
回应。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和贵村位于红树林保护区，风景
美丽，小树林里常有人野炊，丢下成堆
垃圾。在杨勇宏带领下，驻村工作队
员、村“两委”干部、保洁员和党员干
部、部分村民对主要道路两旁的建筑
垃圾以及8个自然村的周边环境进行

全面清理，并且平整土地，在主要道路
两边种上了1000余株三角梅。他还
安排2个人专门负责海边保洁。

用王琦的话说，驻村短短十来
天，杨勇宏就做了不少事。他组织召
开了村民大会，商讨决定在村里发展
700亩石斛兰种植基地；他正谋划着
给村里装上太阳能路灯，通过政府资
金支持和社会捐资的办法，让村委会
办公楼到厚水湾红树林这一公里多
长的路段亮起了路灯……

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么多难事，杨勇
宏感慨：“再难的事，用心做就不难！”

（本报临城3月13日电）

临高新盈镇和贵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杨勇宏：

“再难的事，用心做就不难”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3月10日下午细雨霏霏，凉意袭
人。在海南医学院研究生院一间办
公室里，该院院长、教授李孟森正忙
着处理各项工作。

“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周末我们
经常要加班。”李孟森介绍，自己负责
的海医肿瘤发生与干预PI（项目主要
负责人制）团队每年都要接受阶段性
考核，确保完成科研成果产出和论文
发表等任务，压力不小。

自2015年实行PI制以来，海医
科研人员活力被进一步激发，科研事
业产出累累硕果：全校省级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团队带头人总数翻了4倍，
5年内发表的高影响力SCI论文（即
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所登的
论文）从最初的1篇增至如今的6篇，
还实现了国家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励“零”的突破……

今年2月，更大的喜讯自北京传
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全国
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中，海医
赫然在列，意味着我省无法自主培养
医学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历史就此结

束。这其中，PI制的实行起到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

实践初期，PI制险“流产”
PI制在海医被定为“项目主要负

责人制”。
“海医的PI制给予了团队主要负

责人更大的裁量权，涉及人事、经费
管理等多个方面。”李孟森介绍，主要
负责人可以从该校任何部门、任何单
位抽调人员，甚至吸纳校外科研力量
组建PI团队，同时有权对团队进行绩
效分配，校内任何人、任何部门要全
力配合。

“2013年，由于学校计划申请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更名医科大学，PI
制被提上日程。我们前后讨论了一
年多，可各方意见难统一，这次改革
险些‘流产’。”李孟森回忆道。

最终，2014年3月，海医PI制正
式进入团队申请阶段，10多个团队在
经过3轮遴选、评定后，全校共有肿
瘤发生与干预PI团队、免疫生物治疗
基础及热带资源药用成分机理研究
PI团队通过评审，于2015年8月成
立并投入运作。

彰显特色，团队活力足
海医免疫生物治疗基础及热带

资源药用成分机理研究PI团队主要
负责人、教授谭光宏介绍，海医实行
PI制后，各PI团队可按需吸纳校外的
科研力量，且无需经过校方考核和聘
用，人员不占编制，来去自如。

此外，PI团队主要负责人还可根
据科研需要，对科研经费进行支配，
无需经由校方批准。李孟森指出，除
项目经费外，针对完成考核任务的单
个团队，海医还会每年额外提供200
万元经费，交由主要负责人激励科研
团队，以及购买设备、科研耗材等。

虽然PI制优势明显，但落实到具
体工作中，谭光宏还是犯了难。“我们
原本都有团队，但组建PI团队需对人
员重新‘洗牌’。否则，改革除让每个
人多领一点绩效工资外，没有任何意
义。”谭光宏表示，自己原实验室共有
9名成员，但最终组建的PI团队包括
他在内只留下3个“老人”。

行之有效，助科研发展
海医6个PI团队将在今年迎来

首轮综合性考核，学校也将对下一阶
段共4年的PI制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完善。“行之有效，成绩突出，值得推
广。”李孟森说。

海医PI制建立至今，学校的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谭光宏介绍，首先，海医成为海南高
校中首个有学科（临床医学学科）进
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
排名前1%行列的学校。其次，海医
成功申报了博士点，还有在读研究生
发表了影响因子超过8的SCI论文，
并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以申报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为例，送审材料中最
关键的内容之一——全校近5年最
具影响力的50篇科研论文中，有17
篇来自李孟森和谭光宏的PI团队，占
比达34%。其中李孟森团队成立以
来发表SCI论文12篇，获得4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个海南省创新
团队项目、海南省社会发展专项项目
等。“可以说，PI制的实施，对海医成
功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起到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李孟森表示。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海南医学院推行项目主要负责人制，激发科研活力

让高校科研成果实现高质量高产出

东方职校合作办学开设
航空服务及飞机维修专业
今秋开学，计划招生60人

本报八所3月13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陈
诗春）日前，东方市职业技术学校与中航吉翔（北
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办学，开
设航空服务及飞机维修两个专业，并举办合作办学
启动仪式。两个专业将在今年秋季学期开课，总共
计划招生60人。

启动仪式上，校企两家合作单位邀请美国、加拿
大等航空、教育领域专家进行座谈交流，就如何推动
航空服务、飞机维修两个专业的办学工作进行指导。

据介绍，东方建设航空物流枢纽机场具备优
势和条件，目前东方通用机场正在加紧建设，在此
基础上，东方积极谋划建设航空物流枢纽机场。
有关专家指出，未来东方航空服务、航空维修、航
空机库等航空相关产业链发展前景巨大。

海口龙华区成立
三级联动电商服务中心

区级+镇级+村级

电商+文化
电商+旅游
电商+品牌
电商+产业
电商+扶贫

双向流通渠道
农产品进城
工业品下乡

五大运营模式

三级联动运营

打通

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3月13日，海口市龙华区新坡电商服务中心
在新坡镇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新坡电商服务中心通过建立链接机
制，打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
渠道。同时，该中心采用“区级+镇级+村级”三
级联动运营，村级电商服务中心对农户生产的优
质农产品进行挖掘和收集，区级、镇级电商服务
中心在对下级服务中心进行统筹的同时，发挥推
广作用，在农产品品牌打造、品牌宣传、旅游产品
推介等方面发挥作用。

此外，该中心还以“电商+文化”“电商+旅游”
“电商+品牌”“电商+产业”“电商+扶贫”五大运营模
式为主体，为龙华区提供打造农产品品牌等服务。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郭景
水）《半月谈》的2019年第5期以《海南，
筑牢基层堡垒促脱贫》为题，报道了从
2015年年底至今海南农村贫困人口从
47.7万人减少到4.5万人，指出这背后
抓党建促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道中说，在海南的贫困村，基
层党建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软、弱、
散的现象。为此，海南省建立了领导
干部抓农村党建促脱贫攻坚联系点
和驻村干部帮扶等系列制度，28位省
领导进村入镇作调研、听汇报，干实

事、办好事，讲党课、作报告，为全省
党员领导干部作出示范。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共村担任第一书记的
隋耀达，动脉硬化住院还惦记着村里
工作，最后没待半个月就匆匆出院。
他结合村子山多地少的实际，引导村
民种植红毛丹、养殖黑山羊、发展黎
锦编织，带领当地黎苗群众蹚出了一
条脱贫路。

2018年以来，海南探索建立脱贫
攻坚基层三级战斗体系。各市县以
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为单位，划定脱

贫攻坚三级作战区域，分别设立脱贫
攻坚大队、中队和小队，全省共成立
178个大队和2023个中队。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海南一手抓贫困村支部建设，一手建
强带头人队伍，以村（居）“两委”换届
为契机，既从现任村干部中择优

“留”，又从农村致富能人、大学毕业
生和复退军人中择优“推”，还从务工
经商能人中择优“引”。

目前，海南村级组织班子平均年
龄不到44岁，致富带头人近万人，比

上届增加近2000人。海南还对贫困
村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进行摸排，一
批不胜任、不合格、不尽职的村党组
织书记被免职问责。

报道回顾了海南自2016年底起
开设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情况。夜
校邀请相关部门领导、行业专家、致
富能手及优秀帮扶干部讲政策、教技
术、举案例。在全省2721个教学点，
贫困家庭主要劳动力和2万多名扶
贫干部一同学习、讨论，大量贫困群
众实现了从“脱贫没想法”到“致富有

门路”的转变。
报道最后强调，海南还在全省村

级组织推行由村党支部、村委会、村
务监督委员会和村务协商会构成的

“一核两委一会”治理模式，激发农民
参与村务积极性。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富美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国清介绍，从村庄规划到管理运
营，农民广泛参与，大小事项均通过
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务民主
协商会决定，大大激发了农民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

海南，筑牢基层堡垒促脱贫中央媒体看海南

2019年蔬菜新品种新技术
现场会举办

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
本报金江3月13日电（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钟南 符钰超）3月12日
上午，在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
种子总站的支持指导下，省农科院在
省农科院永发科研基地举办了一场
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现场观摩
会，向海南农民、种植企业、种子经销
商推出了283个蔬菜新品种和5项新
技术。

海南日报记者现场看到，观摩会
上展示的蔬菜新品种涉及茄果类、瓜
类、豆类和叶菜类，展示的新技术包括
蔬菜嫁接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栽培
技术、樱桃番茄标准化植株调整栽培
技术、蔬菜椰糠基质育苗技术、蔬菜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

“举办现场观摩会，也给科研院所
提供了一个了解生产一线需求的平
台。哪些品种反响好、哪些品种更抗
病以及品种在实际生产中的状况，我
们都可以直接了解到。”省农科院副院
长曹兵介绍，这样不光农民心里有底
了，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在大家选定今
年瓜菜种植的主打品种后，省农科院
还会继续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用科
技助力脱贫攻坚。

春季求职忙
3月13日，2019“促就业·创和谐”公益招聘会

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一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
当天，近百家企业携600余个岗位参加招聘。

招聘会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海南南海
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创客网协办。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