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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4HN0057

受委托，现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热电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95%股权。

一、基本情况：
海口市热电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是由沈阳热电发展有限公

司于2014年6月26日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984.175万元。截
止2018年11月30日，该公司资产为579.35万元，总负债19.56
万元，净资产559.79万元。具体详情见海咨评报字【2018】地
1206号评估报告。

二、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三、公告期为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24日。
四、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
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
cn）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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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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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海口市义龙路钟山大厦九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4HN005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口市义龙路20号钟山大
厦9套房产。标的周边商业配套成熟，有明珠广场、友谊阳光城、
上邦百汇城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所在区域生活配套齐全，交通便
利。大厦总层数为7层，框架结构，为U型内廊式布局。A座朝南，
B座朝东，C座朝北。具体见下表：

公告期：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13日。标的现状、竞
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
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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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的名称
C座406房
C座407房
A座501房
A座502房
A座503房
B座504房
C座505房
C座506房
C座507房

建筑面积（m2）
116.78
121.17
94.73
200.02
118.60
147.70
140.98
115.90
120.26

挂牌底价(元)
934200
969400
795700
1620200
1031800
1211100
1113700
915600
950100

保证金(万元)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枫丹白露C区项
目应用太阳能建筑面积补偿规划公示启事

枫丹白露C区项目位于滨江西路西侧，项目拟建8栋地上17-24

层住宅以及3栋地上14层的商业、办公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应用太

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南城建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核

查（琼A太阳能核字【2019】001号），可补偿建筑面积797.2平方米，

送审方案实际补偿面积797.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

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

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4月26日至5月10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海口日报；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

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处，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6日

海资规〔2019〕749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B-5-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用地属《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B-5-02地块，为落实我省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妥善解决企业异地
技改相关问题，拟对B-5-02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限高进
行适当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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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至6月10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海口日报；海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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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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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8，联系人：廖正军。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6日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0516期）

受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第二次公开拍
卖：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456.72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昌国用
（2000）字第昌化0020号]及地上附着物建筑面积456.72m2，土地用
途:商业，参考价：人民币75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万元。现将拍
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5月16日下午14:30。2、拍卖
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
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5月
15日16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5月15日16时前
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开户行：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10928190001902。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1）昌执字第84-12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
现状拍卖，土地为行政划拨用地，并有租赁，房产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土
地、房产属限购政策调整，不协调过户问题，相关税费按法律规定缴纳。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111340
法院监督电话：0898-26692612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周爱国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周爱国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澄迈永发
纸品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周爱国。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周爱国
特通知债务人。 单位：元
资产
名称

澄 迈
永 发
纸 品
实 业
有 限
公司

本金

4,459,
000.00

利息

13,238,
900.00

本息合计

17,697,
900.00

借款合同名称、编
号（或签订日期）

1、2001年11月28
日《借款合同》150
万元；
2、1994年12月22
日《抵押担保借款
合同》297万元。

抵押
人

澄 迈
永 发
纸 品
实 业
有 限
公司

债权

（2014）琼民二终
字第2号《民事判
决书》项下的全部
权利；（澄）农银借
字（2001）第 063
号《借款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

关于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商业物业整体招商项目变更公告
受委托，于2019年4月18日发布“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商业

物业整体招商”公告，现根据委托方来函要求，对原发布的公告做出
以下修改：1、项目简介改为“该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51号
共6层，目前建设已封顶，预计2019年7月交付，以毛坯状态整体
招租，整体招租建筑面积约为38729m2,其中地上6层建筑面积共
约24938m2，地下1层建筑面积约13791m2（设计规划用途为停车
场），室外5块广告位及LED广告屏，户外场地面积另计”；2、在承
租方资质条件第4条增加“或2018年度公司银行账户进项累计发
生额不低于20000万元”。根据相关规则，现进行信息披露，本项
目公告期截止日顺延至2019年5月24日，参选相关条件和要求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4月26日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东出让2019-01号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补充公告
一、撤销刊登于2019年4月25日《海南日报》B01版“东方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更正公告”。二、变更原刊登于
2019年3月25日《海南日报》A11版"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东出让2019-01号宗地挂牌起始价和延期挂
牌时间,具体事项如下:1、原挂牌起始价12554万元现变更为
7136万元；2、原申请人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和提交书面申请截止
时间2019年4月26日，现延期至2019年5月24日；3、原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16时，现延期至2019
年5月24日16时；4、原确认竞买资格时间2019年4月26日17
时前，现延期至2019年5月24日17时前；5、原挂牌起始时间
2019年4月19日8:00，现延期为2019年5月16日8:00；6、原
地块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4月29日15:00，现延期至2019年5
月 27日 15:00。7、原地块挂牌现场会时间2019年 4月29日
15:00，现延期至2019年5月27日15:00。特此公告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6日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上午

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1.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2－1号
绿色家园江畔人家小区1－9号楼A单元第18－19层A1802房
（建 筑 面 积 为 254.39m2）及 4# 地 下 室 272 号（建 筑 面 积
14.02m2）、273 号 车 库（建 筑 面 积 14.30m2）；2. 丰 田
GTM6481ASLS黑色小型普通客车一辆；3.斯巴鲁JFISH92F
白色小型普通客车一辆。

竞买保证金：1号标的50万元, 2、3号标的各1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15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

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提示竞买人：请自
行符合海口市关于房产限购和海南省关于小汽车限购政策。交
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
蓝天支行；账号：2201023809200968779。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网址：www.ronghepm.com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海南省林业局公示
为提高海洋灾害观测和预警报能力，支持国家和地方海洋经

济建设服务，国家海洋局海口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拟在海南铜鼓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开展国家海洋局文昌观测点验潮井
及配套工程项目建设。该项目新建 1座验潮井，长 8.5m，宽
7.5m；一座栈桥，长约18m，宽为2.0m；总用海0.1603公顷。目
前该建设项目对保护区生态影响评价工作已完成，国家海洋局海
口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及生态
影响评价报告的要求，在验潮井建设和运营期间采取严格的生态
保护措施。

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涉及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社会公众
利益，为了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接受社会对我省自然保护区
管理工作监督，现对该项目建设意向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
位和个人均可来电或来访，对该建设发表意见、建议或反映问题。

一、公示日期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10日（10个工
作日）。

二、受理电话、电子邮箱和通讯地址
电话：0898-65367363，地址：海口市海府路80号，邮编：

570203，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
海南省林业局

2019年4月26日

关于《琼海市大路镇总体规划（2018-2030年）》
和《琼海市大路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市大路镇总体规划（2018-2030年）》和《琼海市大路镇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路镇行政辖区范围，包括大路
镇和东红农场，规划范围面积为138.17平方公里。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规划编制更加科学合理，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25日）。
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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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至：315474718@qq.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琼海市大路镇
人民政府；地址：琼海市大路镇向阳街128号；邮编：571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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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联系人：王善培；咨询电话：0898-62730970。

琼海市大路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海松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48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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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37号）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因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按规定

将你公司税务稽查案件执法机关由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变更为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请你公司配合接受

检查。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4月26日
联系人：黄毅、谢巍

联系电话：0898-66725601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琼税一稽告[2019]37号

通知明确，我省今年将继续压缩
义务教育学校特长生招生规模，至
2020年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义务
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国际课程
班”“境外班”等名义招生。普通高中
学校举办的“国际课程班”“境外课程

班”等，由属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同意后按程序报省教育厅核准备案。

此外，我省将严格规范公办普通
高中“境外课程班”“国际部”“国际班”
招生行为，纳入统一招生管理，实行计
划单列，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

班级。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得招收或
用变通办法招收中国籍学生。

省教育厅还表示，各地各校要认
真排查、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
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开展全日
制教育、培训，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

学行为。对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其中情节
严重或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日前，海口对该市农业工业工作
进行部署。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
口今年将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加强常年蔬菜基地和农业生产基
础建设，今年加快推进新建或改造“菜
篮子”基地5000亩建设。

根据部署，海口今年将巩固、改造
升级和建设一批常年蔬菜基地基础设
施，对露地种植基地的喷灌、水肥一体
化设施、水利设施、用电设施等改造升
级，新建1个至2个瓜菜集约化育苗
中心。海口各区要把常年蔬菜基地指
标落实到田头地块，并建立1个至2

个常年蔬菜标准化示范基地。推进海
口美安万亩常年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恢复马坡洋、新坡洋撂荒蔬菜基地生
产，推进高标准农田菜田改造建设。

海口将继续大力实施品牌兴农战
略，推进农业提质增效。调整老龄橡
胶树等低效作物，创建特色农产品生
产优势区，重点发展海口火山荔枝、永
兴黄皮、莲雾等热带高效水果。

同时，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积极发展以共享农庄、田园综
合体为主的休闲农业和互联网农业，
实施乡村旅游品牌创建工程。大力
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全面提高农
副产品深加工水平和附加值。

省教育厅部署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明年取消义务教育特长生招生

海口加强蔬菜基地和农业生产基础建设

今年新建或改造
“菜篮子”基地5000亩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 韩小雨

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为进一步规范教
育秩序，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省
教育厅4月25日发布
通知，就做好2019年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进行部署。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
将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
学”的总体目标，根据适龄学生人数、
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
素，科学划定学校服务片区、范围，确
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

盖。对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将
稳妥实施多校划片，采取随机派位方
式入学。

省教育厅强调，小学入学一般采
取登记入学，初中入学一般采取登记
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所有公办、民

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义务教
育免试入学规定，其中民办学校可通
过面谈了解入学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
情况，但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文化学
科考试或变相考试，严禁与校外培训
机构等挂钩组织考试、选拔学生。

各市县（单位）教育行政部门要规
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管理，将民
办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
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不得让其以任何
形式提前选择生源，坚决防止对生源
地招生秩序造成冲击。

通知指出，我省将完善优质普通高
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学校政策，确保
省一级学校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
其他市县重点普通高中不低于45%。
指标分配将向农村初中学校倾斜，并逐
步向不选择生源的初中学校倾斜，确保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读的合法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省中考改

革方案的部署，各地各校可探索普通
高中自主招生模式。但公办学校自主
招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学校年度总招
生计划的8%，其中艺术、体育特长生

招生规模需控制在总招生计划的6%
以内。此外，招生学校要提前公开经
主管部门备案的自主招生方案，囊括
招生范围、计划、办法和程序等。

省教育厅提醒，所有普通高中学
校（含民办高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

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方
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

“掐尖”招生、跨区域招生、超计划招生
和提前招生。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我
省关于取消“借读生”的规定，严禁挂
靠学籍、确保“人籍一致”。

严禁组织考试选拔学生

指标分配向农村学校倾斜

继续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

A

B

C

海口高新区靶向招聘会5月10日举行

1500个岗位等你来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史

珍萍）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4月25日
上午召开的2019年首场靶向招聘会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海口高新区2019年首场靶向招聘会将于
5月10日在海南省技师学院（府城校区）举行，本
次招聘会提供约1500个岗位。

据了解，2018年，海口高新区通过3场靶向
招聘会，精准匹配岗位和人才信息，帮助企业招才
引才。海口国家高新区人才中心主任谢慧亮介
绍，靶向招聘与以往招聘模式不同的是每场招聘
会都有一个专题，企业缺什么就招什么。

在招才引才方面，海口高新区除了通过靶向
招聘，还打造了海外科学家工作站、海南聚能科技
创新研究院、各类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30余个特色载体，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和专业领军
人物入园创业；同时，海口高新区完善创新创业平
台，对企业和人才进行孵化，并通过支持现有企业
做大做强来吸引人才。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海口国家高新区
2019年首场“靶向招聘会”将于5月10日在海南
省技师学院（府城校区）举行。招聘会将邀约100
家园区制药、食品、新材料印刷和包装、互联网等
企业参加，岗位招聘所需招工类型主要以技术人
才为主，兼有行政、财务、法务、销售、设计、品控等
岗位需求，岗位约1500个。招聘会上，高新区还
将启动“海口国家高新区双语招聘网站”。

南航海南分公司
向留学生推介国际航线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佳薇 实习生李婷 钟南）4月24日，中国南方
航空海南分公司在海口举办留学生航线产品介绍
会，向在海南读书的留学生介绍南航航线产品以
及南航通往各大洲的国际航线及中转优势，以期
打开与外籍留学生的交流通道，与留学生群体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加
纳、俄罗斯等国家的60名留学生参加介绍会。

南航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夏秋季，南航共
运营750余条航线，每天执行2000架飞机通往
44个国家共220个目的地。近年来，南航加大力
度开辟联通海南与海外的航线网络，陆续开通三
亚⇌广州⇌大阪、海口⇌广州⇌首尔、三亚⇌广
州⇌印度德里、三亚⇌伦敦、三亚⇌曼谷等国际航
线。截至目前，南航在海南始发航线有50条，通
达34个国内外城市，为留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出
行选择。

该负责人还说，若选择乘坐南航航班，有中转
需求的旅客包括留学生，可在广州中转时享受行李

“一挂到底”的便利服务，无需在中转点重提行李。
此外，留学生还可以申请一件行李托运的优惠。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徐
慧玲）4月25日，三亚召开2019年三
亚夏季旅游市场开发新闻发布会，对
该市景区、航空、酒店以及新业态旅
游产品政策、出入境新政等进行推
介，其中，研学亲子游、海洋旅游、婚
庆旅游以及出境游等4大主题产品
将搅热三亚夏季旅游市场。

今年，三亚夏季旅游市场新产品
层出不穷，有大小洞天、南山文化旅游
区等传统景区推出的祈福游，天涯海角
游览区创新推出的35周年特惠活动，
还有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针对毕业季
推出的“田野欢歌民谣SHOW”等。

作为婚庆蜜月亲子旅游目的地，
三亚2019夏季旅游产品中的婚庆游、

亲子游热度依旧不减，“旅游+”新产品
层出不穷。三亚不少酒店不仅加大了
针对度假型客人的一价全包产品以及
度假周期的供应，还推出特色的婚庆
产品套餐，为鹿城亲子、婚庆旅游市场
注入活力。例如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
汀度假酒店推出“吃喝玩乐行 一价全
包套餐”等度假型产品、海上巴士推出
的“三亚航海知识研学小课堂”等研学
产品备受市场青睐。

得益于实施出入境证件“全国通
办”新政等利好政策，进一步释放了
三亚出入境旅游市场潜力。三亚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吴一
兵介绍，该支队在办证大厅、三亚凤
凰机场国际出发厅投放自助签注一

体机实现24小时“不打烊”自助签注
服务，实现港澳台再次签注“随时
办”；5+2延时服务已办理延时业务
1600笔，方便游客办理各类出入境
业务。

据悉，三亚凤凰国际机场2019
年夏秋航季整体航班量继续呈上升
趋势。夏秋航季凤凰机场运行航线
105条，其中国内航线70条、国际及
地区航线35条。

三亚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三亚将不断创新旅游业态，完善旅游
产品体系，推动亲子游、婚庆游等业态
发展，促进“体育+旅游”、“研学+旅游”
等产业融合，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三亚发布夏季旅游产品
4大主题产品将搅热旅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