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换发新号牌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①互联网服务平台预选号牌及预约→②查验车辆→③受理窗口审查录入资料、
确定号牌→④交费→⑤发证→⑥号牌发放与安装

（1）新车注册登记所需材料与业务流程：
所需材料：国产车《合格证》原件（或进口车《货物进

口证明书》原件及《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原件）、不
属于免检的机动车，还应当审查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

格证明、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非海口户籍还需居住
证）、机动车来历证明、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
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含车船税纳税或
者免税证明）、机动车标准照片、小客车指标文件。

业务流程：目前所有业务流程为通道式上牌，快捷方便，上牌时间由原来3个小时缩短为1小时。
①查验车辆→②受理窗口审查录入资料→③选号→④交费→⑤发证→⑥号牌发放与安装。

（2）在用车换发新号牌所需材料与业务流程：
所需材料：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标准照片、机动车登记证书、原机动车号牌、原机动车行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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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李盛兰 武艳琰）为了实现
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我省为新能源
汽车业务办理开辟了各种“绿色通
道”。海南日报记者5月30日从省交
警总队了解到，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
除了能享受到补贴外，在注册登记方
面还享有多项便利。

据省调控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实行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后，对新能
源汽车指标申请给予政策支持，2019
年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不作限定，
不需摇号，按实际排号需求配发，只要

符合《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
办法》明确的申请资格条件，申请一
个，配置一个。

据悉，新能源汽车指标申请流程
为：符合申领条件的居民先在《海南省
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
（www.hnjdctk.gov.cn）进行申请，
填写基本信息，产生申请编码。

据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海口交警还在海口市内各
机动车检测中心设立新能源汽车“绿
色通道”，方便海口市民办理车辆年检
业务。

我省开设新能源汽车“绿色通道”

有补贴免摇号 注册登记享便利
关注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

食材上保险“吃货”得保障

海南第一张餐饮食材配送
食品安全责任险出单

本报讯（记者蔡佳倩）听说过为人投保，为
财物投保，你听说过为食材投保么？为加强食品
安全的保障，加大对食品来源的管控力度，日前，
海南食安万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的“菜筐子”
网为其网上所采购的食材，都投保了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这也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开出的第一张由生鲜食材配送电子商务公
司所投保的险种。

海南食安万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
从事一站式餐饮食材配送的电子商务公司。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对食品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
的餐饮经营单位也对食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食品的来源也给予了更高的重视。这也是
该公司为所有从“菜筐子”网上采购的食材，都投
保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原因。

该负责人介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食品
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因生产和销售的产品造成产品
食用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
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责任保险。通过该险种
的投保，将大大推动生鲜食材配送行业的食品安
全危机应对能力。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本报海口 5
月30日讯（记者
金 昌 波 通 讯 员
李力 王颖）利用
解决纠纷、“看场
子”的名义强行
介入工程、石场，
从中攫取非法利
益，三亚“砂霸”
钟崇胜最终被法
院判处 20 年有
期徒刑。近日，
省高院对本案进
行评析，对公众
关注的焦点依法
释明。

2016年4月，胡金明承包三亚市
一单位宿舍楼的拆除工程，并联系
崔某提供车辆运输渣土。5月，被害
人胡金明因拆除施工中有人为抢工
程来工地找麻烦，便通过崔某联系
被告人钟崇胜解决，钟崇胜趁机利
用自身势力，强行介入拆除工程，要
求团伙成员苏波看管拆出的钢筋，
并带领团伙成员郭剑（另案处理）带
人持械强行将胡金明拆出的钢筋出
售，获利 1.8 万元；8 月，胡金明联系
崔某以每车 550 元的价格从石场拉
了83车石粉，钟崇胜得知后，以胡金

明盗窃石粉为由，于 8 月 21 日 15 时
许，与郭剑、杨宏洋、孙锁成等5人到
胡金明工地，强行将胡金明带到三
亚市海悦东方酒店202房，在房内对
胡金明拳打脚踢并叫崔某到该酒店
解决事情。当天 23 时许，崔某到酒
店后，被迫同意胡金明将 83 车石粉
款交给钟崇胜，次日 7 时许，胡金明
才得以离开酒店。

2017年3月12日，因怀疑胡金明
举报其盗砂，钟崇胜召集“蓝五”等4
名男子围殴胡金明，并持刀将胡金明
砍伤。同月17日，钟崇胜与团伙成员

郭剑等人驾车追赶胡金明和胡金明
的工人陈某钦、陈某航等人，直至胡
金明等人逃至林旺派出所旁，钟崇胜
等人才离开。

2015 年，崔某因所在石场产权
纠纷，请钟崇胜帮忙看管其所有石
子与石粉，钟崇胜趁机介入石场经
营，对外声称石子与石粉都是归自
己所有。2016 年 8 月起，钟崇胜强
行从崔某的石场陆续拉出 153 车石
粉卖给胡金明得款 84150 元；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钟崇胜、苏
波、胡金明、廖世海、阮奶锶等人还

在三亚市海棠湾区多次盗采沙土，数
额特别巨大。

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定钟崇
胜、苏波伙同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
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在三亚市吉阳
区、海棠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非法
拘禁等犯罪活动，依法应从重处罚，
以盗窃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
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钟崇胜有期徒
刑 20 年，并处罚金 70 万元。以盗窃
罪判处被告人苏波有期徒刑12年，并
处罚金30万元。其余被告人均被依
法判处。

行为人非法拘禁、殴打他人以此
逼迫债权人转让债权的行为，构成抢
劫罪、非法拘禁罪，还是寻衅滋事罪？

省高院：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
现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
公私财物的行为，但本案中行为人
通过非法拘禁、殴打他人以此逼迫
债权人转让债权的行为不宜认定为
抢劫罪，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胡金明

与崔某系普通生意伙伴，并非直系亲
属等特殊亲密关系，钟崇胜等人对胡
金明的殴打尚不足以使崔某不能或
不敢反抗，进而放弃自己的财产性利
益；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的“财物”并
不能扩大解释为应收货款、债权等财
产性利益，至少应有体现债务关系的
凭证如借条、支票等“物”的存在；第
三，胡金明是事后分3次将货款付给

钟崇胜，也不符合抢劫行为的当场
性。综上，该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该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如
前所述，胡金明与崔某之间仅为普通
生意伙伴关系，对胡金明的非法拘
禁、殴打与逼迫崔某放弃货款并未构
成必要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逼迫崔
某放弃货款的，正是钟崇胜纠集团伙
成员持械场面和表现出的恶势力，囚

禁殴打胡金明是其恶势力的表象。因
此该行为侵犯了两个独立的法益，一
是非法拘禁、持械殴打胡金明的行为
侵犯了胡金明的人身权利，应定非法
拘禁罪；二是逼迫崔某放弃自己货款
的行为属于强拿硬要，应定寻衅滋事
罪。因此，行为人非法拘禁、殴打他人
以此逼迫债权人转让债权的行为应定
非法拘禁罪与寻衅滋事罪2个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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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评析“砂霸”钟崇胜案

暴力逼迫债权人转让债权的行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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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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顺安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郭冠新，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兴工路与文坡支路

交叉口，用地面积为7215.32平方米（约10.82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
总建筑面积为26353.45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1061.82m2）,容积率
2.92，建筑密度32.4%，绿地率30%，停车位16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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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工
作日（5月31日至6月11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gt/bm/gtj/gk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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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18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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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关于京泽花园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京泽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富

华路北侧，用地面积为3659.9平方米（约5.49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
总建筑面积为12542.82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6582.76m2）,容积率
1.798，建筑密度16.45%，绿地率52.88%，停车位5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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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
工作日（5月31日至6月11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gt/bm/gtj/gk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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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18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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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19〕31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
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自然人和联合竞买；必须
按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28日到东方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
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6月
28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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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进行。挂牌起始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
2019年7月2日15: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7月2日15:00。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
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七）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
内与东方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与
东方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按《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上约定的内容完成付款和后续开发建设。（八）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
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根据市商务局《关于东方市自
然资源与规划局<关于报送东方市东出让2019-14号宗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按照市县非省级六类产业园区
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及我市发展规划，该宗地属于现代服务业，投资

强度应达到250万元/亩，无年度产值及税收要求。达产年限3年。（十）
项目地块内须建设整体持有运营，不得分割销售的购物中心（包含地
下），该购物中须的室内步行街、国际标准电影影城、知名连锁超市、儿
童娱乐中心、电玩娱乐城。项目地块竞得人须在竞得项目地块具备开
工条件后尽快开工建设上述购物中心，并在开工后36个月内建成并满
场开业，否则应按照出让地块总面积人民币300万/亩，向出让人支付违
约金。（十一）竞得人需具备或引入具备在大中城市拥有类似商业体的
企业，全程负责前述购物中心的设计、建设管控及建成后的运营管理，
并在竞买报名时提交与该企业签署的设计、建造、运营管理全套协议。
企业（含其子公司）须在国内已成功持有5座以上（含5座）购物中心（购
物中心不含家居卖场、批发市场）且运营管理五年以上，单座总建筑面
积不低于10万平方米（以房产证为准）。（十二）该宗地装配式建筑有关
内容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十三）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
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
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
净地。（十四）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
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定由竞得人支付。
（十五）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
成部分。

联系人：陆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18976211911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http://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

2019-14号

位置
东方市八所镇
解放东路南侧

面积（m2）

21028.69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使用年限

40年

容积率

R≤3.0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120米
投资强度

≥250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万元)

5919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5919

备注：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B11）/餐饮用地（B13）/其他商务设施（B29）混合用地，其中零售商业用地（B11）建筑计容总面积不低于计容总建筑面积的10%、
餐饮用地（B13）建筑计容总面积不低于计容总建筑面积的5%。

国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5HN006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以下房产：

公告期：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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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标的名称

水云天小区
1 幢 10C 号
房

吉 兴 公 寓
311号房

吉兴公寓二
层铺面

万泉河·温
泉小镇 A8-
2-702房

万泉河·温
泉小镇 A8-
2-802房

地址

海口市丘海大
道56号

海口市得胜沙
75号

海口市得胜沙
75号

琼海市嘉积镇
温泉官塘开发
区

琼海市嘉积镇
温泉官塘开发
区

建筑面积
（m2）

218.55

59.39

387.04

91.43

91.43

挂牌底价
(元)

2709124

562156

3672042

1036706

1041937

保证金
(万元)

85

20

110

35

35

专题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获准开业
5月2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
据了解，交银理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亿元，注册地为上海，

主要从事发行公募、私募理财产品，提供理财顾问和咨询等资产
管理相关业务。

据交通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设立交银理财是交行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落实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的重要举措，也
是积极践行“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战略的
重要抓手。交银理财将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秉承稳健、
创新、协同、发展的经营理念，积极服务实体经济，满足金融消费
者多样化金融需求，不断丰富和优化集团财富管理产品服务体
系。下一步，交行将严格照监管要求履行有关程序，推动交银理
财尽快开业运营。

近年来，交通银行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深入推进资产管理业务改革发展，打造
了产品体系丰富、客户服务能力全面、经营稳健的资管业务，并
于2014年率先在业内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事业部制改革，成为本
行打造财富管理银行品牌、实现集团收入多元化的重要途径和
关键领域。

遗失声明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遗失《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一批，票据号如下：

0277870296、0277870376、0277870421、0277870456、

0277870499、0375624793、0375624857、037562489X、

0375624988、0277870309、0277870384、027787043X、

0277870464、0375624777、0375624806、0375624865、

0375624910、0375624996、0277870317、0277870392、

0277870448、0277870480、0375624785、0375624814、

0375624881、0375624945、0375625008

声明作废。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2019年5月31日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2019年5月30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0版《文昌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
〔2019〕第4号）更正内容如下：

1、增加内容：出让人为东郊镇码头村民委员会福田村民小组；
2、变更内容：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变更为

“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3、变更内容：七（二）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设风

貌，并报文昌市规划委员会审批，变更为“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
合当地建设风貌，并报文昌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其它事项不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我局于2019年5月30日在《海南日报》A10版
刊登了《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3号}。将原公告第
六条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更正为“本次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公告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更正公告

三亚大力整治非法道路客运

36人因招客、揽客行为
被治安拘留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全思思）三亚重拳整治非法道路客运，进一步净化
道路客运市场秩序。海南日报记者5月30日从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以来，三亚市交通运
输局道路运输管理处共查扣涉嫌非法营运车辆
273辆，征缴罚没款369万元，其中有206辆非法
营运车辆在1年内不予办理注册、变更、转移、抵
押和注销登记，186人被列入三亚信用平台失信

“黑名单”，36人因招客、揽客行为被公安机关治
安拘留。

据悉，三亚今年1月正式实施的《三亚市人
民政府关于联合整治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的
通知》和《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打击非法道路客
运经营行为的通告》明确规定，使用七座及以下
的车辆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客运经营活动
的，依法处于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使用
七座以上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的，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
内因从事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被查处两次以上
的，将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
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