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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
登记业务。经查，该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谭文墟龙湾
庄园，根据“龙湾庄园”南区原已经跟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退地协议共38户业主（名单附后），现我局决定通告注
销38户业主持有的土地证。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
效力。如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携带相关材料到海

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逾期无异议，我
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地证注销手续。特此通告。联
系人：陈善鸿，电话：6580092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使用权人
郭晨光
郭晨光
鹿桂英
丛艳华
张俊伟

吴风来、郭秀琴
郭晨光
李子阳
王俊杰
高爱国
王国新
吉雪
高莹
杜素梅
韩振芝
赵敏
候成国
夏永祥
佟大光

土地证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8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9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4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3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2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1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0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338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337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5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4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4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3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2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3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2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1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0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9号

使用面积
1986.7平方米
663.66平方米
2875.88平方米
1542.12平方米
2015.1平方米
1400平方米
664.3平方米
2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2024.32平方米
2000平方米
1986.68平方米
1987.5平方米
2000平方米
561.62平方米
1045.67平方米
1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使用权人
丁亚丽
李伟
丁华
吉全发
潘红
张文静
赵桂芬
沈彦章
刘伟
赵宇
张文静
阎书来
阎书来
李春宝
李焕玲
田玉伟
余潇
阎书来
张传贵

土地证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8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7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6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5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7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0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7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6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5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8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1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96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94号
琼山籍国用(1999)字第21-0006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256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75号
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21-0058号
琼山籍国用(1999）字第21-0010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9号

使用面积
1998平方米
6668.8平方米
2331.01平方米
1989平方米
1246.73平方米
668.09平方米
2337.66平方米
1776.05平方米
678.97平方米
2744.81平方米
664.52平方米
654.58平方米
968.24平方米
2000平方米
940.63平方米
2978.3平方米
1826.67平方米
1333.33平方米
1277.77平方米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海资规[2019]13号

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销名单

广告

《琼海市会山镇总体规划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2017-2030）》、
《琼海市会山镇东太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琼海市会山镇东
平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1.《琼海
市会山镇总体规划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7-2030）》（1）镇域
规划范围：为会山镇行政辖区范围，包括会山镇区、东太居、东平居
和五个行政村，规划面积约为292.33平方公里。（2）镇区规划范围：
镇区为会山镇政府所在地，根据琼海市“多规合一”确定规划范围为
47.83公顷。2.《琼海市会山镇东太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东
太片区场部：以现有建成区为基础，规划用地范围总面积111.53公
顷。3.《琼海市会山镇东平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控规规划
范围：“多规合一”确定的东平片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叠加城镇建设

用地边界范围，用地面积约91.94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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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4月9日至5月8日）；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站
（http://qionghai.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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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855674@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会山镇人民政府；地址：海南省琼海市会
山镇人民政府；邮编571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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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及
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13278998393，联系人：吴慧阳。

关于《琼海市会山镇总体规划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7-2030）》、《琼海市会山镇东太
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琼海市会山镇东平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市会山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8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K277+142和
K276+612通道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三亚崖城段K276+612、K277+142两处通道施
工需要，现对该两座通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
下：1、管制时间：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5月27日。2、管制路段
及管制方式：根据施工需要，对G98环岛高速三亚崖城段K276+612、
K277+142通道采取封闭右幅（三亚往乐东方向）施工，左幅采用双向
通行。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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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三亚京润珍珠文化馆有限公司100%股权。一、基本
情况。（一）海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1月20日，注册
资本为1810万元，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三亚市凤凰大道和机场路
交汇处十字路口约37.3亩土地及地上房产，地上目前已建成海南
京润珍珠博物馆及三亚京润珍珠研究院两栋房产，总建筑面积
14304.12m2。挂牌价不低于35900万元。（二）三亚京润珍珠文化
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26日，注册资本为1213.5万元，公
司主要资产为京润文化馆，该房产位于海南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大
道150号，所占土地面积约17亩；建筑面积为3419.29㎡。挂牌价

不低于15000万元。二、公告期：海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100%股
权公告期为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6日；三亚京润珍珠文
化馆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告期为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5
月8日。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四、联系方式：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电话：66558019李女士、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4月10日

海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亚京润珍珠文化馆有限公司100%股权

项目编号：QY201904HN0047号 QY201904HN0048号

公开挂牌分别转让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限期办理“亿嘉广场”项目增加
容积率补缴地价款手续的公告

海南凯嘉实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位于文城镇文中路地段，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05)第

W0103189号，面积3639.97平方米（折合5.46亩）的“亿嘉广场”
项目用地，土地出让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为1.5，该项目已建
成。2018年3月28日，原市规划委出具《关于征询“亿嘉广场”文
国用(2005)第W0103189号宗地有关问题的复函》（文规函﹝2018
﹞363号）核定该项目用地批准容积率为5.57，涉及增加容积率
4.07。我局分别于2018年4月12日、2018年9月14日向你公司
下达《关于限期办理“亿嘉广场”项目增加容积率补缴地价款手续
的通知》（文土资函〔2018〕481号、文土资函〔2018〕1417号），要求
你公司尽快到我局办理增加容积率补缴地价款手续。但至目前
止，你公司尚未向我局提出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2018年修订）第四十七
条的有关规定及《文昌市解决商品房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
案》（文府﹝2015﹞180号）的有关要求，现公告如下：

限期你公司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依法向我局申请办
理“亿嘉广场”项目用地增加容积率补缴地价款有关手续，逾期，
我局将选择有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并委托其对该宗用地增加容
积率补缴地价款事项进行评估，且按规定程序将评估结果上报市
政府批准确定应补缴地价款，你公司应按市政府批准的价格及时
缴交地价款，否则，我局将通过司法途径依法予以追缴。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后视为送达。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海资规[2019]12号

海南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
记业务。经查，该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谭文墟龙湾庄园，
因龙湾庄园北区、东区24户业主（名单附后）已与海南运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退地协议，现我局决定通告注销24户持有的土地
证。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有异议，请自通告之
日起15日内，携带相关材料到海南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逾期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地证
注销手续。特此通告。联系人：陈善鸿，电话：6580092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8日

海南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销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使用权人
李国忠
罗伟宏
周晨
王丽君
陈聚珍
龚海洲
许建民
杨德祥
裔妍
张立辉
刘建荣
贾林华
唐卫东
相康
白维
翟明江
宋铁松
张国英
戴金峰
肖志纲
康殿升
赵桂芬
郭文晖
颜力华

土地证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020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019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018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173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6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4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3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2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1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0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9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139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4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2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7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6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1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052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216号
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21-0022号
琼山籍国用(1999)字第21-0031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312号
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21-0021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320号

使用面积
2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3133.33平方米
1993.43平方米
2060.1平方米
2000.1平方米
4060.2平方米
1000.05平方米
3940.19平方米
2000.1平方米
10021.2平方米
2000.1平方米
2160.11平方米
3960.2平方米
2053.44平方米
3985.373平方米
1333.41平方米
1000.05平方米
893.33平方米
3042.74平方米
3073.33平方米
1985.11平方米
666.5平方米

吸收合并公告
经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海南瑞宸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671088429H,注册资本
2000万元,与海南建宸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CGX26Q,注册资本100万元,拟采取吸收合
并方式进行合并,海南瑞宸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续存,海南建宸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依法注销。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
的续存的海南瑞宸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进行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瑞宸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建宸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
海南几度酒城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3,829.96万元。债务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该债权由陈文静、王菁提供保证担保，以王菁、唐小明提供位
于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南庄商业城1层共24套房屋（商
铺），建筑面积共计3152.40平方米作抵押，该债务人当前已停
业。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司联系，联系人：陈先生、杨先生,联系电话:
020-38791708、020-38791767，邮件地址：chengzhiqiang
@cinda.com.cn、yangzhexia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
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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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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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债权的详细
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邮编：
51062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0-38791729，邮件
地址：caixiu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19年4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书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发行。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已于2018年6月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收入习近平有关重要

文稿 85 篇。为适应国外读者阅读
习惯，英文版在中文版基础上增加
了注释、索引、缩略语等内容。该书
英文版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

深入了解习近平关于“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
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的理
论思考，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
容、实现途径，对深刻理解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
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文版出版发行

——推动老城整体保护，让更
多老街坊过上“现代生活”；

——老旧厂房“变身”创新园
区，让产业更有竞争力；

——积极构建“三边四级”养老服
务体系，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

连日调研中，记者发现正处在
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
北京有一个特别的“三老”现象，透
视“三老”现象，人们不难看出，人民
的获得感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老城保护与更新
提升百姓生活质量

拆除私搭乱建，不允许车辆随
意出入……在位于北京琉璃厂西街
片区的椿树街道，琉璃巷、西南园胡
同、铁鸟胡同等7条胡同彼此连接，
形成了一个约1公里长的胡同慢行
系统，人们在这里能感受胡同的宁
静，品味街巷的“老北京味”。

胡同慢行系统，折射出过去5
年里北京城市发展理念的巨大转
变：老城不再拆，加强整体保护……

整治首都核心区2435条背街
小巷环境；编制中轴线保护规划；扎
实推进钟鼓楼周边疏解整治等30
余项重点项目……一系列措施紧锣
密鼓出台。

花红柳绿，鱼翔浅底。恢复历
史风貌的前门三里河游人如织。

第一次来遛弯的赵珊有些惊
喜：“感觉特别亲切。青砖、石板、小
院，都是过去的样子。”

成百上千条背街小巷环境获得
整治提升；许多胡同的架空线入地，
还一片澄净的天空；基本便民网点
建设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
老城的细微变化。

以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为落脚
点，北京市全面实施“保障对保障”
政策，以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腾退
置换核心区直管公房，同时做好教
育、医疗等配套资源疏解，解除居民
后顾之忧；对核心区存量平房保护
区院落和老旧小区，通过拆违、恢复
公共空间，实施“共生院”改造，更新
老楼和市政设施，补建便民服务设
施，着力改善老居民、老住户、老街
坊的基本生活条件。

“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的金名
片，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对全国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具有示范和表率作
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连玉明说。

老旧厂房改造
让城市更有活力

位于朝阳区双桥地区的E9区
创新工场原来是双桥乳品厂，如今，
曾 经 用 于 牛 奶 加 工 的“ 管 ”和

“罐”——经过再创造，成为室外各
种创意景观。E9区创新工场瞄准
文化科技双向融合产业定位，致力
于成为文化科技企业聚集区，一期
项目已入驻科创企业80余家。

北京鲸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做数据可视化的科技互动创意公

司，把博物馆里的青花瓷进行3D扫
描并绘图，游客可以触屏旋转360
度全视角欣赏。

“去年公司搬到E9区创新工场，
这里很适合做科技与创意融合的产
品研发。”鲸世科技总经理杨利堃说。

从798、郎园到莱锦、铜牛，近年
来，仅在北京朝阳区，就有60余家老旧
工业厂房转型升级改造为文创产业园
区，改造建筑规模超过300万平方米。
在全北京，已腾退老旧厂房超过242
个，总占地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米。

“老旧厂房是城市文化的‘文化
富矿’和‘金山银山’。保护利用好工
业时代的历史遗存，是实现首都功能
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一条新路。”朝阳区副区长刘海涛说。

养老体系创新
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龄人口是我们的财富。每逝
世一位老人，我们就失去了一座‘图书
馆’。”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说。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探索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摸索城市发展
的养老“新经”。

2015年，北京市人大率先立法
通过《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这成为全国第一个关于居家养老服
务方面的地方法规。

北京致力构建“三边四级”养老
服务体系，即在政府主导下，通过

“市、区、街、居”四个层级的责任体
系，让养老服务走到老年人的“床

边、身边和周边”，做好“最后一公
里”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

这一细节耐人寻味：2018年，
按照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分
工，北京市民政局应在城乡社区建
设150个养老服务驿站，而去年北
京实际建成并运营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182家，超额完成任务，累计建成
运营养老服务驿站超过680家。

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
沟村，每天中午和晚上，村里40多
位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在“北沟村
幸福晚年驿站”就餐。

“村里有了老年人‘小饭桌’，我
们每天吃饭再不用愁了！”72岁的李
德福说。

2018年，北京市为老年人建立
健康档案340余万份，为150余万
名65岁以上常住老年人提供健康
管理服务……北京推进居家健康养
老步伐铿锵。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这既是出发点，更是落脚点。

“三老”现象，只是一个缩影——
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

动治理重心下移；12345热线实现接
诉即办，去年受理群众来电580多万
件；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
意见，进一步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
北京切实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事，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说。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
王优玲 张超 邰思聪）

北京“三老”现象透视
若以生命长度来丈量，樊锦诗与

莫高窟相守的半个多世纪可谓漫长。
可在樊锦诗心里，与这座千年石窟相
处越久，越觉得它是非凡宝藏。

一世黄沙缘
樊锦诗本是江南水乡的姑娘，祖

籍杭州。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毕业
后，西去敦煌。

在大漠戈壁生活艰苦非常：喝咸水、
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但樊锦诗没
走。“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时间越久，越
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

涓滴归瀚海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

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4世纪到
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
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说。

一批批艺术家、大学生放弃优渥
生活，远赴迢迢敦煌，一去便是一生。
80岁的樊锦诗说：“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

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
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

似水如沙永流传
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

樊锦诗花近20年的时间，组织建立数
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
生”。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
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
项法规的“护身符”。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
锦诗相信水滴石穿，与莫高窟久久相
伴。 （据新华社兰州4月9日电）

似水如沙久相伴
——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4月9日，一列动车组列车驶入四川达州火
车站。4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优化高铁列车开行方案。 新华社发

全国铁路今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组织开展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史竞男）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9日通报，为严厉打击传播低
俗信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于今年4月启动，将持
续开展8个月，综合运用行政管理、行业规范、道
德约束等多种手段，重点清理网络传播淫秽色情
和夹杂淫秽色情信息内容；以“性”为卖点，不适合
传播的内容；宣扬违背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
德的内容；网络恶搞、调侃等迎合低级趣味的内
容；宣扬暴力、血腥、恐怖、残酷的内容等。

全国“扫黄打非”办要求各地“扫黄打非”办充
分发挥指导、督办作用，组织协调网信、工信、公
安、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广播电视等“扫黄打
非”部门，重点排查网络文学、直播、短视频、网络
游戏、微博、微信等平台，清理网络文学作品存量，
对内容格调低俗的要及时下架下线，对价值导向
出现偏差，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予以查处；严
厉打击利用低俗猎奇内容等手段吸引流量的直
播；督促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应用商店不得为无
资质的网络直播平台提供接入、分发服务；坚决清
理恶趣味、传播错误价值观念的短视频；严肃查处
以打“擦边球”为噱头、通过低俗手段营销的网络
游戏；严厉打击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贴吧、论坛
等渠道引流低俗内容行为；大力整治登载低俗弹
窗广告的网站和传播低俗弹窗广告的广告联盟。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行
动于开始30日内对自查自纠不到位的进行约谈，
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对拒不整改的坚决予以罚款、
停业整顿直至关停；对多次出现问题的企业、个人
在处罚的同时纳入相关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