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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尊敬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相关规定，我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已启动2019年度领取基本
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
2019年1月1日前办理退休手续、由我省社保经办机构支付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
二、认证方式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一种认证方式：
（一）网上认证。自行登录以下互联网认证平台，根据网页提示

进行自助建模和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 http://www.
xiyangle.com。

（二）机构认证。离退休人员凭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就近到省

内任一社保经办机构、社保经办机构授权的社区网点办理认证。
（三）上门认证。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可由家

属凭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医院疾病证明或村（居）委会证明向居住地
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三、结果处理
（一）未进行年度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又无法确认其领取资格的

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
（二）死亡或判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其家属或单位应于7日内

上报社保经办机构，逾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的，将
移交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四、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65371010；65370946；65350360。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9年3月12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的通告

关于新疆国雷安全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被撤销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公告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关于撤销新疆国雷安全

防护科技有限公司资质的决定》，新疆国雷安全防护科技有

限公司自2019年1月7日起已被撤销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甲

级资质，特此公告。

请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加强防雷安全管理工作，使

用合法守信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从事防雷装置检

测工作。

海南省气象局

2019年 3月19日

债权转让通知
致：海南东方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波、梁会欣

申请执行人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
东方龙城房地产开发限公司、张波、梁会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上海市仲裁委分别作出了（2015）沪仲案字第1133号、（2016）沪仲
案字第0060号仲裁，该仲裁早已生效，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执
行案号分别是（2018）琼97执恢28号、（2018）琼97执恢29号。
2018年4月27日，上海金元百利公司与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在上海仲裁委（2015）沪仲
案字第1133、（2016）沪仲案字第0060号仲裁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
让给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议签订后，河北华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已依约将转让款全部支付，即涉案债权已全部转让给
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知
海南东方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波、梁会欣。特此公告！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广告

专题

为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做好“3·18”招商项目签约落

地的工作部署，海口综保区近日引入国家 5A级跨境物流

企业福建陆地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于3月18日上午成

功签约落户海口综保区。福建陆地港是国内规模第二大

陆地港和全国口岸服务功能齐全的平台，打造整合了集

“海陆空铁邮”为一体的多式联运国际陆港，是国内汇集国

际陆港、保税物流、国际快件、跨境电商、国际邮件等五大

通关平台的内陆口岸，并形成以“国际陆地口岸”和“跨境

服务口岸”双口岸并行服务体系。其中以“国际快件中

心”、“跨境电商服务中心”、“国际邮件互换局”、“虚拟空

港”四大平台为支撑，为进出口跨境电商的上下游企业提

供专业解决方案。

据了解，今年1月1日海口综保区允许开展跨境电商保税

备货模式，跨境电商业务发展迅猛，第一季度交易近15000单

已超去年全年总单量，同时“跨境电商+新零售”模式得到全面

推广，海口和三亚均有多家体验店设立，随着陆地港集团的进

驻将会推动区内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发展。陆地港集团李子

兴总经理介绍，公司已加快进驻海口综保区步伐，月内将完成

海南公司注册并启动建设海南陆地港智慧跨境口岸项目，依托

海口综保区政策和良好设施环境，立基于海口辐射海南全境，

将海口综保区打造成跨境电商货物通关和物流服务的枢纽中

心，随着业务逐步发展力争第一年度达到5亿交易金额。同

时，发挥陆地港丰富的业务网络，通过“以商引商“的模式吸引

更多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入区发展。

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落实年”，海口综保区紧抓关键时间节点积极发挥自贸区

（港）、跨境综合试验区双政策优势，通过海南陆地港智慧跨境

口岸项目建设，对现有的“一区三态”模式进行升级逐步建成多

式联运口岸服务的平台体系。随着福建陆地港的跨境服务网

络和物流服务在海口综保区逐步形成，将极大带动跨境电商业

务的发展，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营造高效良好的营商环境，

有利于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使得

海南“买全球、卖全球“变得更为便捷，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

国家5A级跨境物流企业福建陆地港集团签约落户海口综保区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海南分局申报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气象专项改造工程-多普勒气象
雷达工程位于云龙镇白水湖村，该项目总用地面积4579.4㎡，拟建3
栋建筑（雷达楼、油机配电间、生活宿舍）和1栋构筑物（雷达塔），拟
建建筑占地面积453㎡，总建筑面积为491㎡，容积率为0.11，建筑
密度为10%，绿地率为54.53%，建筑高度为7.95m，总停车位3辆。
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海口市“多规合一”阶段性成果、《琼山区云龙镇
气象雷达站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为征求社会各界公众和市民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
（2019年3月19日至3月27日）。2、公示地点：拟建项目现场、海口

市琼山区政府网站（网址：http：//www.qsqzf.haikou.gov.cn）、海
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qsjs@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公室，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新城路2号，邮政编码：5711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65895611,65898983，联系
人：吴迅、符月欢。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3月18日

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
多 普 勒 气 象 雷 达 工 程 规 划 报 建 批 前 公 示

关于 G9811 中线高速公路琼乐段
桥梁修复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11中线高速公路琼乐段部分桥梁修复施工的需要，为保
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
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19年3月18日至2019
年3月23日。二、管制路段。G9811中线高速公路琼中境内K117+
747至K118+113（大边河大桥）、K119+482至K119+668（白石岭1
号大桥）。三、管制方式。（一）对G9811中线高速公路大边河大桥左
幅采取封闭第一行车道施工，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的交
通管制。（二）对大边河大桥右幅、白石岭1号大桥双幅采取封闭第二
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制。届时途
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
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3月14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96破3-1号

本院根据海南电缆厂的申请于2018年7月24日裁定受理海
南电缆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0日指定海南电缆厂清
算组为海南电缆厂管理人。本院定于2019年4月18日上午9时
在本院南楼一楼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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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土资琼山字[2019]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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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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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60290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15日

产权
申请人

唐小平

土地坐落

海口市琼山区
桂雅园新村第
6排第20号

分摊土
地面积

126m2

权属来源

琼房地字第 146
号《合 同 书》、
0002124号发票

原土地使用者

琼山县房地产开
发总公司(琼国用
[1990]78号文 )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3月28日15:00在三亚市公开拍卖：车牌号琼

B96998等10辆机动车（拍卖清单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元/
辆。展示时间：3月25日至26日。展示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196号中国
民用航空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百家乐KTV对面）。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3月27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
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
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
3月28日9:00-12:00。报名及拍卖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196号中国民
用航空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七楼会议室。特别说明：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
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网址：www.
hntianyue.com。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兴大
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90319期）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顺垚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GMFN1H,法

定代表人陈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对你

公司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依法进行检

查，但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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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

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请你公司收到本通

知书7日内向我局说明你公司与河南广拓钢铁有限公司、天门易正商贸

有限公司等业务往来情况，并提供合同、账簿凭证等涉税资料。如有异

议，你公司有陈述申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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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先生、辛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52837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407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9日

琼税一稽告[2019]30号

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 美
国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交通部正
在对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安全过程中是
否存在过失进行调查。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
司一架波音737-8客机（属于737
MAX系列）失事，这是继去年10月

29日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同型号客
机失事坠海之后，波音737-8客机
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尔·韦
尔塔此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说，卫星数据显示两架失事客机的
运动轨迹相似。此前调查显示，狮
航失事客机因传感器读数错误使

自动防失速系统发生误判而导致
坠毁。

据《华尔街日报》17日报道，美
交通部的此次调查主要针对该防失
速系统，目前航空局正在研究这一
系统是否同时在狮航和埃航两起空
难中出现过问题。

据报道，美交通部的调查是在

狮航空难后启动的，该调查负责人
要求航空局工作人员保存好计算机
文件，交通部将判定航空局是否在
认证波音飞机防失速系统安全的过
程中使用了应有的设计标准和工程
分析。

此外，美交通部的调查还涉及
航空局的飞行员训练自动化系

统。该系统对驾驶旧机型的飞行
员不要求额外进行训练就可以掌
握新机型。

美联邦航空局17日发表声明
说，该机构的飞机安全认证程序完
善，而737 MAX系列飞机的认证
项目遵守了美联邦航空局的标准认
证过程。

美交通部调查波音737 MAX获批是否存过失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运输部和
联邦检察部门正在调查联邦航空局
对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安全性
的检测和认证程序。

“明显相似”
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长达格玛维

特·莫格斯说，送往法国民航安全调
查分析局的失事客机“黑匣子”、即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
器“修复状况良好，我们得以导出几
乎所有信息”。

她说，所获信息显示，印尼狮航
JT 610 航班和埃塞航空ET 302
航班所涉空难呈现“明显相似之
处”。莫格斯没有作具体描述，只是
说埃塞政府准备在一个月内发布详
细分析结果。空难后30天内发布
初步调查报告是国际惯例。

美国联邦航空局承认，卫星监
测数据显示两架客机坠毁前轨迹相
似：客机起飞不久，飞行高度急剧变
化，本应爬升却突然俯冲，飞行员报
告操控困难、要求返航，却无法阻止
飞机坠毁。狮航客机坠入大海，189
人丧生；埃塞航空客机坠入田野，
157人遇难。

狮航空难调查没有结束，现有
证据显示失事可能关联迎角传感器
故障和这一机型特有的“机动特性
增强系统”（MCAS）。这一系统在
探测到上方气流与机翼形成的迎角

过大时自动触发，“旋转水平尾翼、
使机头下压”，以避免飞机失速。狮
航飞行员多次试图手动拉升机头，
却没能阻止飞机俯冲。

MCAS防失速系统由美国波
音公司开发，旨在适应MAX机型
所用新型发动机设计、减少失速风
险。狮航方面说，波音MAX系列
机型操作手册没有对这一系统的特
性和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充分说明。

“自产自验”？
美国《华尔街日报》17日报道，

美国运输部正在调查联邦航空局对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设计的安
全认证程序是否合规。

报道说，运输部在去年10月29
日狮航空难发生后启动调查，由运
输部督察长主持，针对联邦航空局
在检验MAX系列客机MCAS系统
安全性时是否应用适当的设计标准
和工程学分析。

另一方面，美国首都华盛顿一
个大陪审团3月11日向“至少一名”
参与开发MCAS系统人员发出传
票，要求对方本月晚些时候提供资
料。暂时不清楚传票是否关联运输
部调查。

埃塞空难发生后，媒体披露多
名美国民航飞行员曾经报告MAX
机型MCAS系统导致操控困难。

波音公司客机制造厂设在华盛

顿州西雅图市附近。《西雅图时报》
17日报道，多名联邦航空局飞行安
全专家以匿名为条件披露，这一部
门把MAX客机、包括MCAS系统
的部分安全检验程序交由波音工程
师操作。

为减少开支，联邦航空局2009
年起把部分检验业务“指定授权”
交由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
构承担。按照那些专家的说法，波
音交给联邦航空局的MCAS系统
安全性分析报告中有“几处关键瑕
疵”，对MCAS系统的潜在风险“轻
描淡写”。但后者没有要求波音作
进一步说明，而是依据标准程序予
以批准。

《西雅图时报》说，检验程序“匆
忙”，缘由是波音急于让MAX系列
面市，与老对手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推 出 的 中 程 单 通 道 客 机 A320
NEO系列竞争。

波音没有立即回应这篇报道。
联邦航空局在给多家媒体发送的电
子邮件中声明，“737 MAX系列客
机验证过程遵循航空局的标准验证
程序”，这套程序“经严格制定，持续
保障出产安全机型设计”。

“人机互搏”
埃塞空难发生后，全球13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下令停飞或禁飞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等待对安全

性的确认。美国方面起初坚持
MAX系列“适航”，后续发布停飞
令。联邦航空局一向被视为全球航
空监管领域权威，这次反应“迟钝”，
备受质疑。

联邦航空局已向美国国会通
报，波音公司将升级MCAS系统软
件，使系统能同时参考MAX系列
飞机所搭载两个迎角传感器的数据
作出反应；限制系统触发后“水平尾
翼的旋转幅度”；系统触发生效仅限

“一轮”，而非重复多次。
据狮航空难初步调查，MCAS

系统仅依据一个迎角传感器的错误
数据即自动触发；飞行员每次手动
操作拉升机头后，系统自动重置，导
致重复“自动下压机头”，使飞行员
陷入“人机互搏”循环。

联邦航空局说，最迟4月发布
涉及强制MCAS软件升级的MAX
系列客机适航性指导意见。

《西雅图时报》报道，空难遇难
者家属可能发起诉讼，波音必须解
释，这些修正为什么没有在原始设
计中体现？联邦航空局同样需要为
它“盖章”波音MCAS系统安全性
的做法辩护。

737 MAX是波音公司最畅销
机型 737 系列的最新一代产品，
2017年5月投入商业运营，迄今交
付大约350架，仍有4000多架等待
交付。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波音737 MAX“安全认证”成疑

澳媒“起底”
新西兰恐袭嫌疑人

澳大利亚警方对在新西兰发动恐怖袭击的本
国公民布伦顿·塔兰特作背景调查之际，澳大利亚
媒体探究他的经历，试图从中找到线索，了解他何
以成为恐怖分子。

回避“目光”
塔兰特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格拉夫顿市

出生和长大。
接受澳大利亚新闻集团记者采访时，塔兰特

家过去的邻居表示“震惊”，说不敢相信塔兰特会
从“好孩子”变成杀人狂徒。

截至17日下午，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市
两座清真寺15日下午遇袭死亡人数增至50人，
34人依然在医院接受医治，其中12人身处重症
监护病房。

一名看着塔兰特长大的邻居描述他少年时代
友好、但沉默。这名前邻居不愿披露全名，记得塔
兰特会与人打招呼致意，“却从来不会看着你的眼
睛……走路总是低着头”。

媒体报道，塔兰特的母亲是中学英语教师，
曾私下告诉朋友们，儿子在中学难以与同学相
处……

失去“方向”
塔兰特 2009 年至 2011 年在一间健身房

上班。
健身房经理特蕾西·格雷告诉记者，她的印象

中，塔兰特作为个人教练颇为“敬业”，看不出会作
出极端举动，不像对枪械有兴趣……

塔兰特的父亲2010年因为癌症而去世，时年
49岁。媒体报道，父亲早逝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
失去了方向。

塔兰特告诉家人，他需要独处一段时间，因而
离开健身房，去亚洲和欧洲旅行。按照格雷的说法，

“一定是他（塔兰特）在海外的旅行生活改变了他”。
确实，塔兰特行凶前在网络平台贴出一份“宣

言”，74页篇幅，提到射击游戏对他的影响；同时，
他说，他的“世界观”经过许多年、游历过世界许多
地方以后得以形成。

信奉“阴谋”
塔兰特现年28岁，在“宣言”中自述相信一种

阴谋论，认为西方人口正在有计划地由非欧洲人
口取代。这种“理论”在白人至上主义和极右翼分
子中间颇为流行。

另外，他承认，他的“信仰”唯一来源是互联
网。

他把移民称作“入侵者”，毫不讳言自己是“恐
怖分子”。他声称，在法国旅行期间，“我决定了要
采取行动，要付诸暴力对抗入侵者”。

陈宇（新华社特稿）

这是3月13日在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拍摄的波音737 MAX 8型
飞机。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