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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国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你司与本人于2017年7月4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
你司承租本人名下的海阔天空国瑞城（铂仕苑）1503、1504房用于
办公。由于你司存在违约行为，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本人依照合同
约定与你司解除合同。本人于2019年5月13日将《房屋租赁合同
解除通知书》张贴在租赁房屋门口并通过国内标准快递将该通知
书同时邮寄给你司（该快递于2019年5月14日送达），内容为通知
你司本人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解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并催促
你司结清拖欠的相关费用及归还房屋事宜的处理。综上，上述房
屋租赁合同解除通知已于2019年5月14日送达你司。但你司一
直未与本人联系以协商处理后续事宜。现本人特此登报通知你
司。望你司见报后，于10日内与本人联系（联系人：王妃，联系电
话：18689865566）。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司自行
承担。特此通知。

王妃 2019年5月30日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专题工作会议纪要《研究四更卫生院等
16家乡镇卫生院土地确权发证问题》（第51期）要求，为做好我市
18宗乡镇卫生院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我局对18宗乡镇卫生院使
用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权属进行地籍调查。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办法》规定，现将拟登记宗地地
籍调查结果通告如下：

以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如对通告事项有异议的，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次日起15个工作日内
持相关有效证件向本局提出书面复核，并提交证明材料；逾期未提
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我局将根据本地籍调查结果，依法将上述
18宗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

特此通告。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
电话：25580106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东方市板桥卫生院
东方市墩头卫生院（旧址）
东方市墩头卫生院（新址）
东方市广坝卫生院
东方市四更卫生院
东方市中沙卫生院
东方市抱板卫生院
东方市东河中心卫生院
东方市东河中心卫生院
东方市感城中心卫生院
东方市公爱卫生院

板桥镇
八所镇墩头村
八所镇港门村
东方市广坝乡
四更镇中心大道6号
板桥镇中沙
东方市抱板镇
东方市东河镇
东方市东河镇
东方市感城镇
东方市天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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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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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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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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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
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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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

医疗卫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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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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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华侨卫生院
东方市江边卫生院
东方市罗带卫生院
东方市三家卫生院
东方市天安卫生院
东方市新街中心卫生院
东方市新龙卫生院

新龙镇
江边乡
八所镇罗带村
三家镇
东方市天安乡
八所镇新街
新龙镇政府

3912.4
5682.6
1454.6
17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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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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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南省东方市十八宗乡镇卫生院地籍调查结果通告

昌化江下游河口段综合整治工程一杨柳村至咸田村段
河道疏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
各位公众: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拟在昌江县昌化江下游中汊杨柳
村至咸田村段河道实施“昌化江下游河口段综合整治工程-咸田村至杨
柳村段河道疏浚工程”,工程疏浚河道长6.78km,疏浚面积约3.85 km2,
疏浚量为1360.03万m3。现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该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征
求意见稿进行公示,以征求项目区公众有关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见,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6月10日(共10个工作
日),公众可登陆以下网站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纸质
报告可电话联系查阅),并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或建议。网址
http://www.hnhggp.com/index.php?s=/Home/Index/detail/
id/618.html；联系方式:李庆清，18876122774，553558965@qq.com。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三亚市商品街和解放四路铺面招租公告
一、招租标的:①三亚市吉阳区商品街 25号铺面，建筑面积

220.00m2，竞租底价61820元/月；②三亚市吉阳区解放四路081号楼
1层6号铺面，建筑面积125.00m2，竞租底价25500元/月。二、租赁
期限：均五年。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6月6日(工作日)，有意
竞租者请前往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登记报
名，我司将提供《竞租规则》和《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并于4日上午
10:00组织统一实地看房。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52号，
联系人：石先生，联系电话0898-88869866。四、竞价时间：2019年6月
14日上午9:00。五、竞价地点：海南省三亚市三亚烟草公司六楼。
六、报名条件：有意竞价者，在报名期间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单位名义参加竞租的，须提供营业执照原
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书。七、保证金：每个铺面的竞租保
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保证金不计利息，竞租者须按在报名期限内交
纳，否则不得参加竞租，竞租者需凭保证金存缴交凭证到三亚烟草公
司二楼财务科领取保证金收据。竞得者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
竞得者全额退还保证金。如竞得者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账户：开
户单位：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开户银行：农行三亚分行；银行账
号：21-751001040011131。八、备注：铺面不得用于经营下列项目：
餐饮业、歌舞厅、卡拉OK、KTV、网吧、诊所、赌博、美容美发、保健、农
药产品等有害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焊接、榨油及噪音较大的加工
业务等，以及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

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开展眼视光医疗器械专项检查
为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加强眼视光医疗器械

监管，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权益。近日，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辖区内眼视光相关医疗器械经营及使用单位开展专项
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一是要求各眼视光相关医疗器械经
营及使用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依法经营，严格遵守《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要求；二是要求各经营及使用单

位提供眼视光医疗器械的供应商相关资质、产品注册证、随货
同行单、销售台账等，确保正规购货渠道及产品可溯源性；三
是现场抽查隐形眼镜、验光仪等医疗器械，查看其名称、说明
书或者标签。在检查中发现，个别眼镜店存在包含“近视治愈”
等容易误导的词语以及与实际产品功能表述不相符的医疗器
械，执法人员要求立即下架，并责令整改。

下一步，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强监督检查，
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经营、使用眼视光医疗器械
违法行为，引导辖区内各经营单位依法经营，进一步规范眼视
光医疗器械市场。（邓贵丽）

专题 广告

关于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3号

陈诚不慎遗失永发国用(1996)第00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登记座落为永发镇海榆中线公路 33 公里处，登记面积

378.00平方米，该土地权利人已于2019年4月24日在《海南日

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二十三条的规定，现

公告作废陈诚名下永发国用(1996)第00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

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

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4日

关于不同意龙华路19号房屋开办幼儿园的声明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19号1-4层的房屋系我公司资产。

我公司于2016年3月将该房屋出租给海南爱乐交响乐团艺术有限
公司、海口春之声乐器有限公司暨刘林（下称承租方），租赁用途为经
营乐器销售及培训。租赁期间，因承租方多次违约欠缴房租，我公司
向承租方致送了书面的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但承租方未依约腾退我
公司房屋，我公司已将承租方诉至龙华区法院（案件正在审理中）。

现我公司发现，未经我公司同意，承租方对我公司房屋擅自进行
了装修改造，并将用途变更为开办幼儿园。本房屋为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建设，其消防系统简陋，逃生通道不适于幼儿逃生之用，开办幼
儿园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我公司特在此声明：我公司未同意任何人将我公司房屋用于开
办幼儿园，如因此产生相关法律责任及不利后果，均与我司无关。

声明人：海南建投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19年5月24日在《海南日报》A10版发布的《儋

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
〔2019〕3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项：1.申请人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原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现延期至2019年6月25
日；2.交纳竞买保证金原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16:00

时，现延期至2019年6月25日下午17时；3.竞买资格原确认时
间为2019年6月24日17时前，现延期至2019年6月25日17
时；4.挂牌原截止时间2019年 6 月25日上午10时，现延期至
2019年 6 月27日上午10时。

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叶
媛媛）5月29日上午，2019年海口高
考模拟演练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
部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现场获悉，
今年海口从噪音控制、交通疏导、指
静脉验证、监控设备、电力、听力应急
处置等方面确保今年高考顺利进行，
实现平安高考。

29日上午8时，随着3名试卷运
送人到海口考区保密室领取试卷和
GPS定位设备，2019年海口高考模
拟演练工作正式开始。海口市公安
局、住建局、市政管理局、卫生健康
委、消防支队、供电局等多个部门派

人在海口一中考点安排专人、专车保
障考点工作。考点内，视频监控人
员、播音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各自
的准备工作。当天的演练中，使用手
柄式金属探测仪、发放答题卡与条形
码、监听听力播放情况等工作均顺利
进行。

海口市考试中心高招科副科长
鄢文盛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高考保障呈现出多个亮点。“首先，
指静脉身份验证方式今年将首次在
我省铺开使用。”鄢文盛介绍，指静脉
身份验证是一种活体生物识别技术，
它利用人手指内流动血液中的血红

蛋白，对近红外光的吸收而形成的静
脉血管图像，同系统中的指静脉信息
进行比对，从而确认考生身份，通过
高科技达到预防作弊行为的作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指静脉采集器
设于考点的入口，其身份验证流程十
分简单。考生只需将手指自然伸直，
指尖轻触传感器，即可完成指静脉信
息的读取和验证。鄢文盛告诉记者，
除了防止舞弊行为，指静脉验证也能
帮助那些忘带身份证件，或监考老师
比对照片存有疑虑的考生验证信
息。这种验证方式今年将作为辅助
形式在考点内进行使用。

“此外，今年省考试局为海口考
区所有考点配备了两套播放系统，确
保考点的各项播放工作。为了保障
英语听力环节的顺利进行，我省还设
置了4套应急处置方案，对发生听力
光盘无声或不清晰、设备故障、受天
气影响等事故均有详细的处置办
法。电力方面，供电部门将协助考
点，保障英语听力考试阶段电网与备
用发电机实现‘零切换’。”鄢文盛告
诉记者。

记者还从演练现场了解到，今年
海口考区所有考点均配备了高清监
控设备，安装在考点内的各个重要点

位，在震慑考试作弊行为的同时也可
以保障考点秩序。同时，海口要求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对考点食堂及周
边住所食品卫生加强检查，确保食品
安全；琼山区、美兰区对琼山中学、海
南师范附属中学考点附近村庄、村民
燃放鞭炮情况落实属地管理；广场舞
6月3日至10日全市暂停，6月6日
至10日考点周边1公里内建筑工地
也将全部暂停施工。海口市委督查
室、市政府督查议案室今年也首次参
与到高考筹备和考务管理等工作中，
加大对海口考区高考工作全过程的
督查。

本报三亚 5月 29 日电 （记者
徐慧玲）2019年高考将至，三亚多
部门联合部署，为考生营造舒适、
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海南日
报记者 5月 29日从三亚市有关部
门获悉，高考期间，三亚市教育
局、三亚市公安局等 30 个部门将
联合为高考治安、出行、食宿、卫
生等提供全方位保障，三亚空管
站将严密监控考点的飞行活动，3
公里范围内暂停低空通用航空飞

行活动。
据了解，6月 7日至 9日，每日

8 时 30 分至 12 时和 14 时 30 分至
17时 30 分，三亚市第一中学和海
南中学三亚学校考点各半径 3 公

里范围内，将暂停低空通用航空
飞行活动，其他飞越该考点的低
空飞行计划从其 3 公里范围外绕
行。6 月 8 日 15 时至 15 时 25 分，
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允许航空

器（包括航班）从三亚市第一中学
和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考点真高
3000 米（不含）以下低空空域通
行，确保考生英语听力考试顺利
进行。

此外，三亚空管站塔台管制室负
责监控三亚凤凰机场航班按三亚凤
凰机场细则规定，严格执行减噪飞行
程序，最大程度减小噪音对三亚市一
中考点的影响。

海口将开启高考“静音模式”
6月3日至10日全市暂停广场舞 6月6日至10日部分建筑工地停工

三亚多举措“降噪”保障考试环境安静有序

考点3公里内将暂停低空通用航空飞行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如何适应当前国际教育形势？
越来越多家长倾向让孩子从低龄开
始就接受海外教育，该赞许还是劝
诫？如何让海南学子具备更强的国
际竞争力？近年来国内教育界备受
关注的低龄海外留学话题，伴随着海
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
推进，在海南主要城市家长群体中呈
现出持续受关注趋势。

在5月28日海南枫叶教育大区
于海口主办的首届国际教育论坛
上，国内多位教育专家就在自贸区
自贸港背景下的国际教育海南本土
化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也
分析海南教育发展的优势与薄弱环
节，以及海南发展国际教育的机遇与
挑战。

发挥优势
积极探索教育创新

中国新教育智库主席、中国新教
育学校校长王永胜对海南发展国际
教育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从地理
位置上看，目前海南发展国际教育的
竞争对手不少，粤港澳大湾区毗邻海
南，在人才竞争、总部竞争、资金竞争
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海南要想吸引
全球的优质教育资源，需要发挥出更
大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领导力。

海南发展国际教育，首先应满足
海南本地群众对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认为，近
几年来，国内一些地区学子赴海外留
学趋势增速减缓，在本土接受国际教
育情况增多，是我国国际教育迈向成

熟化的表现，这一趋势对正在努力发
展国际教育的海南来说，也是机遇。

广东国际化学校专委会副主任
袁拔也认同该观点。他建言说，目前
国际教育在办学形态、教育理念、教
育实施上都在进行探索创新，海南也
可以尝试引进创新在线课程、国际教
育标准化体系，开办创新性学校，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吸引更多的学生到
海南来学习。

打造样板
引领更多学校落户

论坛上，不少国内教育专家对海
南发展国际教育潜力看好。重庆市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乐勇表示，非
常欣喜地看到目前海口包括枫叶国际
学校等在内的一批优质学校落地。现

阶段，海南需要再多开办优质国际学
校，力争建立起一至两所成功运营的
国际教育样板，为后续其他国际学校
的落地和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海南枫
叶教育大区总校长王金英也向海南日
报记者介绍了枫叶国际学校“中西教育
优化结合，实施素质发展”的教育理念。

枫叶国际学校近年来尝试将
K12基础教育国际化课程在海南本
土发展壮大，并结合本地特色开设竹
竿舞、椰壳舞等选修课，游泳、帆船帆
板、国际理解等课程也即将开设。王
金英表示，枫叶的目标是用3年时间
培养出兼具严谨治学和创新突破两
种思维能力的国际化综合人才，培育
出更加优秀的毕业生和精英人才，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出贡献。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

国内多元化教育需求持续增长，专家建言——

海南发展国际教育恰逢其时

加强旅游交流合作

澳大利亚旅行商来琼考察
本报三亚5月29日电（记者林诗婷）由三亚

市旅文局主办的“中国（三亚）—澳大利亚（悉尼、
墨尔本）旅游推介会”日前在三亚举行。此次，由
45位澳大利亚旅行商组成的旅游资源踩线团已
在海南开展了为期7天的踩线考察活动，行程涵
盖海口、三亚及保亭等地，通过发掘更适合澳大利
亚游客的海南旅游线路，助力开拓海南境外客源
市场。

推介会上，三亚市旅文局代表及酒店、景区
代表通过视频播放、现场讲解等形式，向澳大利
亚旅行商介绍海南丰富的旅游资源，综合展示三
亚宜人的热带滨海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悠
久的民族文化。其中，海南59国人员入境旅游
免签政策、三亚旅游安全保护体系等受到在场旅
行商的关注。

澳大利亚旅行商希基说，海南冬季正值澳大
利亚的夏季，结合澳大利亚旅游市场特点及游客
消费习惯，可以探索打造反季节旅游产品，促进两
地间旅游资源互补与合作。

2019年发展中国家
热带农业新技术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吴文莉）5月27日，由商务部主办、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承办的2019年发展中国家热带农
业新技术培训班在海口开班。来自赤道几内
亚、厄立特里亚、加纳、几内亚、印度、缅甸、秘
鲁、索马里、南非、苏丹的学员参加此次为期25
天的培训。

本次培训班将紧紧围绕“热带农业新技术”
的主题，通过课堂研讨、现场教学、参观考察等
多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带领学员交流
当今热带农业新技术的发展现状、前景，以及热
带农业新技术的创新和国际合作等内容，使学
员掌握不同特点的热带农作物的种植培养技
术、机械化技术、加工技术等，对热带农业新技
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与此同时，培训班对推
广我国热带农业新技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等，具有积极意义。

文昌电缆管沟工程预计9月底竣工

文城龙楼等地将告别
“空中蜘蛛网”

本报文城5月29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日前，海南日报记者从文昌电网三
年行动计划电缆管沟工程现场了解到，该项目预
计今年9月底竣工。其建设范围包括文城、东
郊、龙楼等区域，长度62.7公里，届时将大大提
升文昌电网供电保障及抗灾能力，同时进一步美
化城市风貌。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
及附属工程等，计划在文昌部分区域的现状道路
下，对电缆入地改造的配套电缆管沟进行建设，随
后，城市架空电线将逐渐迁移，由埋入地下的电缆
所取代。

关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省检察院举办
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刘瓅）5月28日，省检察
院组织开展了以“携手关爱、共护明
天”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展示近
年来海南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的成效，增进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活动邀请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
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及琼海市相关
部门的代表以及琼海市小学、幼儿园
的老师、家长代表60余人走进琼海市
检察院，通过参观琼海市检察院
12309检察服务大厅、案管大厅、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展厅，参加法治宣讲活
动，“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在随后
举行的座谈会上，省检察院有关负责
同志介绍了我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
况。参会代表还就进一步做好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