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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保亭、海口海甸、琼中、海口

金贸、海口城东、海口白坡、海口解放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

优化地区的普通PPPOE拨号业务、IPTV业务、部分专线业务、部分

语音业务、ITMS业务业务使用将受中断2个小时影响。具体情况

如下：

◆2019年6月4日2:00－6:00，对保亭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6月6日2:00－6:00，对海口海甸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6月11日2:00－6:00，对琼中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6月14日2:00－6:00，对海口金贸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6月18日2:00－6:00，对海口城东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6月21日2:00－6:00，对海口白坡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6月25日2:00－6:00，对海口解放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 2G&3G
CDMA 网络系统割接到华为 2G&3G CDMA 网络系统。届
时，割接地区的 2G&3G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
体情况如下：

◆2019年5月28日0:00－6:00，对中兴 2G&3G 区域澄
迈市CDMA基站进行割接到华为 2G&3G 216套CDMA基
站。每个割接站点会引起业务中断10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5月29日

00:00- 06:00对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对160/

168热线业务会有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5月28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6月3日

00:00-06:00对商业呼叫中心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对企

业总机、通信助理、外包呼叫坐席业务会有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5月28日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5月31日上午10:30时在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997）海中法执字第255-2号民事裁定书
项下部分权益（海南华星房地产公司抵债资产——定安南丽湖别
墅，房屋他项权证：房他证字第000208号、第000209号，房屋所有
权证：房证字第0002305号、第0002308号）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300万元整。同等条件下，给予海南华星房地产公司优先购买
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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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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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
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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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受海
南省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
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5月30
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 5月 30日 17:00前（以
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主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电话：
0898-32855875、13322006990。协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
号楼B-705房。电话：0898-68522193、13138998118。委托方
监督电话：0898－68625271、68664292、68606865。委托方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
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6月4日上午10时在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60户债权资产包
（截至2019年1月31日，债权本息合计121088.05万元，其中，本
金29550.93万元，利息91537.12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6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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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涉及的原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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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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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等；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拍卖公告发布之日起至6月3日止。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6月3日17：00前（以竞买

保证金到账为准）

主拍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话：0898-68598866、13519892888
协拍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电话：0898-68555982、18508910618
协拍单位：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
B-705房
电话：0898-68522193、13138998118
协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
电话：0898-32855875、18976273169
委 托 方 监 督 电 话 ：0898- 68625271、68664292、68663444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第190524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双进饮食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万元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良好支付能
力；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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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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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
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联系
人：周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通讯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
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
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
门: 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
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5月28日

债权
名称

海南双进
饮食有限
公司

所在
地

海南省
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120.00

利息

749.35

担保情况

海口市义龙路
5号宁海大厦
717.22平方米
房产抵押

当前资产
状况

停止经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大通实业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万元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良好支付能
力；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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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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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
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联系
人：周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通讯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
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
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
门: 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
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5月28日

债权
名称

海南大通
实业公司

所在
地

海南省
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300.00

利息

1852.98

担保
情况

信用

当前资产
状况

停止经营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来置业有限公司：

我局立案查明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为单
位职工丁甜诉补缴2016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依法向你作出《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琼公积金责字【2019】第3
号），因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琼公积金责字【2019】第3号），决定书的
内容为:责令你单位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到三亚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为丁甜补缴住房公积金单位应缴部分9076.95元。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如对该决定书不服，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海南
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执行该
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彭雅娜 联系电话：66511037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地址：海口市美兰区世纪大道16号。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二0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只要攒够积分，就能去镇里的
电商惠农超市兑现奖品，劳动积分越
多，奖品就越多，政府这个扶贫举措
真实在！”5月24日，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七坊镇南洋村三队，建档立卡贫困
户马小养开心地指着家里沐浴露、洗
发水等生活日用品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这都是之前几个月用劳动积分换
来的奖品。

这是白沙推进电商惠农，推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项尝试。2018
年12月底，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分别
在七坊、元门两个乡镇开设脱贫攻坚
电商惠农超市示范店，通过积分换物
的方式，有效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不仅如此，今年4月以
来白沙多举措优化电商惠农超市信
息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不仅可即
时查看电商惠农超市的销售情况，获
悉帮扶对象的积分与兑换情况，还能
以“答题获积分”等方式引导群众了解
脱贫攻坚、社会文明大行动的相关政
策与知识，并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了扶
贫工作效率。

户户参与 扶智又扶志

“两不愁、三保障分别指的是什
么？”“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代缴金额
是多少钱？”……5月24日，马小养输
入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密码，登录进入
白沙电商惠农超市信息管理系统答
题库，接连答对了好几道题，一旦遇
到有疑点的，他不忘翻阅扶贫材料查
询核实再答题。

“上个月，我手机答题这一项全
部通过，环境卫生得分也很高，每一
项都是优秀，都得了5分。”马小养
说，攒够了积分，就能去脱贫攻坚电
商惠农超市兑现奖品，这个举措很
新鲜，村民们都乐于参与、支持这项
工作。

白沙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去年底以来，白沙脱贫攻坚惠农超市
推出“劳动换积分 积分换奖品”活
动，增强了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
及对扶贫工作的认同感，也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
展能力。按照安排，参照1积分等于1
元的标准，试点村每月至少要开展一
次评分活动，鼓励更多的贫困户与农
户积极参与并兑换相应积分的物品。

倡导文明 考评公开公平

“你看，这个网络考评系统很好
用，涉及内容既有脱贫攻坚，也有不
少关系到社会文明大行动，这对于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来说很实用。”七坊
镇南洋村委会妇联主席高丽珍用手
机熟练地打开白沙电商惠农超市信
息管理系统，只见整个页面简介明
了，分为贫困户打分、普通农户打分

两大栏目。
高丽珍介绍，在这个考评系统

里，共分为五大项，第一项关乎精准
扶贫政策，平时，贫困户或农户通过
登录题库答题，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分
值并保存；第二项涉及日常管理，包
含环境卫生整治、脱贫致富夜校、红
白喜事操办、尊老爱幼等，村“两委”
干部只要查阅工作日记即可有效打
分；第三项分为入户调查类，这就需
要该村道德评议委员会核实打分，考
评内容包括物品摆放是否整洁有序、
产业发展成效等。据悉，该委员会既
有驻村干部，也有村干部，还会邀请2
名村民代表参加打分，保证了考评打
分的公开公平。此外，该系统还设置
加分项与一票否决项等。

“考评等级分为不合格、合格、优
秀，相应分值为0至7分。”七坊镇工
作人员董小凤介绍，每月考评结束

后，还会将考评结果张贴在村委会办
公场所进行公示，自觉接受村民们的
监督。

电商惠农 助推乡村振兴

在七坊镇查苗电商惠农超市里，
货架上摆着20多种兑换商品，小到牙
膏、牙刷，大到洗衣液、热水壶等生活
用品，南洋村三队的贫困户、农户只
要攒够积分，就能来这里免费兑换相
应分值的商品。

“贫困户每月的考评上限是88分
（88元），普通农户是58分（58元）。”白
沙科工信局局长黄国宇介绍，最初，这
项考评都是入户询问、手填考分，耗时
久，监督难，相对缺乏公平、公正原
则。为此，白沙于今年4月起推出白
沙惠农信息管理系统，不仅可以直观
地获悉帮扶对象拥有多少积分、兑换

了哪些东西，还能即时查看乡镇电商
惠农超市的销售情况，将每一户的考
评时间从最初的20分钟至30分钟，缩
短至5分钟以内，大大简化了工作流
程，也提高了扶贫工作效率。

“试点运作成熟之后，我们计划
今年底前在全县各个乡镇铺开电商
惠农工作。”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白沙是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今年以来，白沙
将脱贫攻坚与社会文明大行动有效
结合，依托该县现有的50家农村淘宝
以及村级电商服务站平台，加大资金
投入打造脱贫攻坚电商惠农超市，在
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引导与扶持
本地农村淘宝、村级电商服务站产业
做强做大，预计每个点位的营业额将
增加5%至10%，此举也将助力白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牙叉5月27日电)

白沙举行爱心消费扶贫活动

拓宽“扶贫粽”销售渠道
本报牙叉5月27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端午节将至，自5月27日起，白沙黎族自
治县启动“不忘初心 蜜粽传情”爱心消费扶贫活
动，拓宽白沙山兰粽、碱水粽等扶贫产品销售渠
道，助力白沙脱贫攻坚。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所销售的粽子
礼盒装价格为168元/盒，内含5个山兰米猪肉蛋
黄粽、5个碱水粽以及1瓶蜂蜜。值得一提的是，
山兰粽、碱水粽从粽叶到山兰米等原材料均来自
贫困户，并由贫困户亲手包裹，用最传统的手艺做
出最天然的味道。其中，山兰米猪肉蛋黄粽由猪
肉、咸蛋黄为馅料，裹以山兰糯米，均是白沙本土
绿色食材，口感层次丰富。此外，碱水粽没有肉
馅，包着一颗红枣，里面的糯米呈现棕黄色，有一
股淡淡的碱水香味，喜甜的消费者还可以蘸蜂蜜
或白砂糖吃。据悉，此次粽子礼盒装里面搭配的
蜂蜜源自于牙叉镇对俄、方平、南仲等8个村“抱
团”发展的蜂蜜品牌“九蜜王”，按照协议，当地贫
困户可获得蜂蜜销售利润的50%。

本次活动由白沙总工会、白沙科工信局、牙叉
镇政府共同发起，活动将持续至6月7日，消费者
可登录海南爱心消费扶贫网或白沙电商网选购。

白沙紧盯村居巡察整改

推进村级财务规范化
本报牙叉5月27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邓洪超）“针对巡察组指出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制
订整改方案，逐一落实整改，在今后的工作中，严
把报账‘审批关’，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日前，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金波村党支部书记
刘明荣在巡察工作通报会上作整改表态。

据悉，3月 22日至 5月 19日，白沙县委第
二巡察组进驻白沙县金波乡，对该乡4个村居
党组织开展为期2个月的村居巡察。通过查阅
村居账目材料，发现4个村居党组织存在财务
管理混乱等62个问题。为督促各党组织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整改，推进村级财务规范化，巡察
组会同金波乡党委召开村居干部会议，以通报
财务共性问题的方式对全乡4个村居党组织开
展警示教育。

白沙县委第二巡察组有关负责人介绍，针
对巡察发现金波乡各村居党组织存在违规报销交
通费、油料费，报账手续不齐全、凭证附件缺失严
重、集体支出收据凭证充当“万能票”等共性问题，
巡察组已经及时向被巡察村居党组织和金波乡党
委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2份，督促开展村级财务
人员业务培训，并清退各项违规资金7.1万元。

白沙设立电商惠农超市示范店，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劳动积分换奖品 内生动力助脱贫

电商惠农超市里的部分商品。各乡镇工作人员在七坊电商惠农超市观摩学习。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 崔立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