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

刘大业：昔日伐木工 今日护林员
刘大业是海南尖峰岭林业局南

崖森林资源管护站南崖一组护林班
组的组长，全组 8 个人，管护着
35700亩的森林。

刘大业在1981年成为尖峰岭
林业局一名伐木工人。1993年，尖
峰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刘大业和他的工友们退出这片森
林。2000年1月他又回到了这里，
成为一名护林员。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8年，
尖峰岭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
热带天然林面积从116.47万亩增加
至125.9万亩，净增加9.43万亩；
森林蓄积量净增230万余立方米。

扫码看
昔日伐木工
今日护林员
拍摄 陈若龙
剪辑 陈若龙

周达延
包装 周达延

日前，刘大业（前一）及同组护林员在管护区域内巡护森林。
本报记者 武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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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2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23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8月23日10时至2019年8月24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第二次公开拍卖：①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231.0m2住宅用地
及地上438.62m2建筑物；②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新横街149.1m2

住宅用地及地上 573.68m2 建筑物。起拍价：①110.57 万元、
②120.79万元；竞买保证金：①22.11万元、②24.15万元；增价幅
度：2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19年7月26日16时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8月23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土地出让金由买受人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
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
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受委托，湖南圆派拍卖有限公司将于2019年7月27日10时至
2019年7月2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中国拍卖协会网拍平台（网
址http://paimai.caa123.org.cn）上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五指山路榆海小区9号楼第二层东西向
房屋及相应加建部分（面积约140平方米，以实测为准）的财产权利，
起拍价68万元，保证金13.6万元。

2、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五指山路榆海小区9号楼第一层东西向房
屋及相应加建部分（包括旁边楼梯间，面积约145平方米，以实测为
准）的财产权利，起拍价78万元，保证金15.6万元。

湖南圆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先生 0731-86938798 18890021998（微信同号）
看房联系:彭先生 15869891809 。

海口市榆海小区九号楼部
分房屋财产权利拍卖公告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4GLTE网络
系统进行版本升级。届时，升级地区的4G手机通信业务使
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7 月 19 日 0:00 － 4:00，对 中 兴 4G 部 分
1800M/2100M站点（海口和琼海共计297套ENodeB站
点）进行版本升级。升级eNodeB会引起单站掉站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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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文昌鸡孵化厂项目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开发区，建
设单位为文昌潭牛文昌鸡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30157.32平方米
（折合45.23亩），该项目修规方案经文昌市第53次规委会审议通
过。现报来方案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6070.22平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30735.22平方米（其中新建部分计容建筑面积26864.72
平方米）。容积率1.02，建筑系数52.99%，绿地率20%，停车位31
位。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修建性详
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7月18日至8月1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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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鸡孵化厂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8日

经美兰区委区政府审批同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

心等事业单位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招聘人员

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时间2019年7月

26日上午09:00至2019年8月2日下午17:00，报名采取网

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考生应在报名时间内登录网上报名系

统进行报名。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具体要求及报名方法详见

美兰区政府门户网站（网址：http://mlqzf.haikou.gov.cn）

的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2019年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2019年7月18日

海口市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领导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72号

海南大台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C
MP72K，法定代表人：龚小兰）：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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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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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经对你公司2016年4月26日至
2016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及偷税的违法行为, 限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
到我局对这些事项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资料。你公司有
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
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联系人：王先生、秦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70392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2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7月18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75号

海南昊恒辉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CM0C，
法定代表人：叶宝钧）：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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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
稽检通一〔2019〕6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王心博、郭文敏等二人，自2019年6月
27日起对你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
况进行检查。

联系人：王先生、郭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25332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7月18日

就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C17-4地块、市滨海大道南侧博义盐灶
八灶棚改B-04地块、市滨海大道南侧博义盐灶八灶棚改Y-16地块、
市滨海大道南侧博义盐灶八灶棚改Y-08地块等四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6月19日分别在《海南日报》第
A11、A07、A09、A08版刊登（2019）第24、25、26、27号挂牌出让公
告。现对原挂牌出让时间都做如下调整, 其他挂牌条件不变：

一、报名时间延长至2019年7月24日16时（北京时间）；
二、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长至2019年7月26日16时前（北京时

间）；
三、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19年7月26日16时（北京时间）。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8日

变更公告

7月18日，在“富硒福地，长寿之乡”
的澄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国际滨海高端五星级酒店——
澄迈鲁能蔚景温德姆酒店试营业，这也
是鲁能集团响应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斥巨资打造的热带滨海五星级禅意
养生主题酒店。该酒店将成为澄迈发展
又一靓丽名片，也为“海澄文”省会经济
圈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

引入国际资源 打造产业高地

鲁能集团专注于跨界资源整合和
价值链条集成，致力推动区域社会经济
文化协同发展，深耕海南近30载，与海
南共成长。为全力推进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打造盈滨半岛海南度假门
户，该集团携手战略合作伙伴——全球
规模最大、业务最多元化的温德姆酒店
管理集团（该集团目前在全球六大洲68

个国家经营20大品牌，拥有近9000家
酒店），精选落户亚太区第二家蔚景温
德姆酒店。酒店毗邻澄迈八景之一的
永庆寺，将艺术元素与禅意氛围细致融
合，设有141间客房，配备特色禅茶房、
无国界餐厅、赏蔚大堂吧、健身中心、瑜
伽室、儿童乐园、室外婚礼草坪等，以国

际化的度假生活理念和酒店服务，为盈
滨半岛国际旅游度假区注入新动能。

履行央企责任 繁荣自贸建设

鲁能集团扎根海南近30载，深入践
行央企责任，系统谋划海澄片区“一岛两

岸”产业布局。在澄迈盈滨半岛片区，投
资建成盈滨海湾大桥——成为“海澄文”
一体化经济圈建成的重大城市基础设
施，修建永庆大道、鲁能大道、桃源路、鲁
能福华路等，完善市政基础配套，累计完
成投资近百亿元。因地制宜实施精准扶
贫，定点帮扶海南临高县南宝镇光吉村，

助力该村脱贫，持续增强村民自我“造
血”能力，实现脱贫不返贫，受到CCTV
公益之声专题报道。

澄迈鲁能蔚景温德姆酒店正式试营
业，是鲁能集团助力海南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自贸区的又一重大突破和生动实
践，带动“海澄文”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助
力海南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聚焦幸福产业 共建美好海南

鲁能集团深入贯彻发展幸福产业战
略部署，长期深耕海南，着力推进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加大海口、澄迈、文昌、
三亚等四地投资发展力度。

据介绍，该集团在澄迈重点布局盈滨
半岛，开发建设永庆生态文化旅游区，打造
蔚景温德姆、洲际英迪格、地中海俱乐部等
滨海国际知名度假酒店产业集群，建设以
国际奥特莱斯为核心驱动，集世界时尚名

品、禅意情景商街、主题客栈、休闲娱乐、文
化体验等于一体的鲁能海蓝福源滨海商
业旅游度假区，打造“中国盈滨岛”旅游品
牌标杆。在海口，重点布局东西两翼，东海
岸依托鲁能海蓝椰风项目开发集钓鱼台、
希尔顿世界高端滨海酒店群，特色风情商
业、国际休闲文娱、世界知名餐饮等功能业
态于一体的江东新区滨海商业休闲旅游
度假综合体；西海岸重点依托海南热带风
情绿色办公综合体——海口鲁能国际中
心，构建海南自贸区绿色金融、知识产权、
创意办公等产业高地，助力海口两翼齐飞。

鲁能集团聚焦“生态、健康、运动、娱
乐、科技”五大维度，致力推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全龄健康
产业导入，娱乐度假功能构筑，智慧生活
未来探寻等，助力加快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本版策划、撰文/李金波
图片由澄迈鲁能蔚景温德姆酒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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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鲁能蔚景温德姆酒店试营业

逐梦自贸未来 共创美好海南

酒店外景图。

关注“大三亚”旅游圈产品与营销创新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建立外国人咨询代办服务中心、
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开设24小时外语
服务专线，打造多语种旅游服务系统，
提供多语种的吃、住、行、游、购、娱信
息查询……日前，三亚发布了《三亚语
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启动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建设。这
也意味着三亚加快对外开放、提升国
际化水平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作为知名的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
市，三亚 2018 年共接待入境游客
81.68万人次。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
主任林艺平说，三亚在旅游娱乐、商务
活动、国际赛事、国际会展等涉外活动
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翻译服务需求。

来自美国的布莱恩·贝克已经在
海南生活了6年，如今在三亚一所国
际学校工作。在布莱恩·贝克看来，
三亚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旅游发展
环境仍需优化升级：“部分景区或者

公共场所的外语交通设施标识、旅游
服务标识等书写不规范，国际人士在
政务办事、商务活动等方面存在语音
沟通不便等问题，不利于提升城市的
国际品质。”

随着旅游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三
亚旅游向高质量发展亦面临着不少难
题。三亚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总干事
王健生分析，从市场层面看，游客越来
越倾向于选择具有特色、体验性较强
的旅游新产品，近年来三亚观光游产
品未能全面升级，部分旅游产品单一、
同质化情况显著，无法适应三亚旅游

业向国际化、业态多元化、旅游全域化
发展的需要。

因此，在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方
面，三亚不断创新举措。三亚积极组
织旅游从业人员、公务员队伍等进行
特色英语、俄语培训，并在全市外国人
较为集中的休闲餐厅、书店、景区等区
域开设多个全域旅游英语角，让市民

“开口说英语”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三亚在全省率先启动

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建设，着力推
动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助力国际化滨海旅游精品城市建

设。“三亚将结合新技术、新业态，分阶
段在全市建立起融合旅游、政务、文体
赛事、交通出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国
际语言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便利化、智
能化、人性化的服务平台，为国际人士
提供全天候、多领域、多语种的专业翻
译服务。”林艺平说。

三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铁
军表示，三亚启动语言无障碍国际化
城市建设，是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

三亚启动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建设

优化文化软环境 提升旅游硬实力

酒店内部图。

椰子产业合作发展论坛
年底海口举办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
苟媛媛 通讯员毛靖淞）海南日报记者7月17日
从2019海南（国际）椰子产业合作发展论坛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首届海南（国际）椰子产业合作发
展论坛将于今年12月10日至12日在海口举办。

据了解，该论坛以“协同创新、深化合作、共谋
发展”为主题，将邀请来自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
亚、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椰子科研、生
产、加工、批发零售商、互联网电商的国内外行业
组织代表和国内政府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科研机
构、企事业单位等政商代表参会。

新闻发布会透露，届时论坛各方与会代表将
围绕增加国际间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
和科技园区、技术转移等科技创新合作，组建全
球椰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议题进行共同
探讨交流。

据悉，此次论坛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
研究所、椰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海南中小企
业联合会、海南自贸区椰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海
南鑫筑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多国学员到我省参加
热带水果生产与加工技术培训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朱家立）近日，由商务部主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承办的“2019年发展中国家热带水果生产与加
工技术培训班”在海口开班，来自加纳、南非、南苏
丹和乌干达等国的学员在我省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25天。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对此次培训班的课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具体包括
中国国情概要等公共课，以及香蕉、芒果、柑橘、菠
萝、椰子、油梨、荔枝、龙眼、火龙果、百香果、红毛
丹等专业课的专题讲座和基地实践。同时，培训
班将安排学员考察海口南北水果批发市场、春光
集团。

上世纪90年代初，尖峰岭林业局生产运输木材的情景。
（尖峰岭林业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