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中招
部分省一级高中第一批次
第二段投档分数线划定
海南中学为743分
海南华侨中学为738分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 （记者陈卓斌 计思
佳）省中招办7月30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划定
2019年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全省招生第一
批次第二段投档分数线、部分省一级普通高中面
向本市招生第一批第二段投档分数线。

其中，海南中学面向全省招生的第一批次第
二段投档分数线为743分，国兴中学为699分，海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713分，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附属中学为641分，儋州市两院中学为665分，
海南省农垦中学为728分，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为
689分。以上分数线均已含省定优惠政策加分。

此外，海南华侨中学面向本市户籍考生（含港
澳台籍和“三侨生”）、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招
生的第一批次第二段投档分数线为738分，海口
市第一中学面向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
侨生”）招生的第一批次第二段投档分数线为722
分，海口实验中学为677分，海口琼山中学为700
分，海口市第四中学为696分。

文昌中学面向本市招生的第一批第二段投档
分数线为711分，琼海嘉积中学为711分，三亚市
第一中学（全市统招）为682分，万宁中学为666
分，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为7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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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

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三土房（2008）字第7058号与三土房（2008）字
第7057号土地房屋权证所载范围内的15927.52平方米划拨土地使
用权。参考价：11904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200万元人民币。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 8月16日上午10：
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8月15日18：00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
山大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8月15日12:00前
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户行：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月川支行；账号：1010
8545 9000 0977。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琼02执227号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1）标的按
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含需补
交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请提前做好项目风险评估，
做好相关税费测算，竞得后要接受标的物一切己知瑕疵和未知瑕
疵。（3）竞买人只限于法人，自然人不得参与竞买。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8866265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梁泽健（身份证号：460004198306100037）及保证人梁泽
昆（身份证号码：460026197607104246）：

根据借款人梁泽健及保证人梁泽昆与我行于2016年2月17日

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8160112666008），

我行已按约向梁泽健提供贷款，鉴于梁泽健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

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3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9年7月29

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

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

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688,936.81元

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

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 2019 年 7 月 30 日，借款人尚欠借

款本金￥688,936.81元，利息、罚息、复息共计￥28,737.74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

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8160112666008的《个

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9年7月3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6HN0088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本次转让3处资
产均处于商业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周围生活配套设施完善，面
积和楼层情况详见下表：

公告期：2019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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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gzy.hi.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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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 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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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7月31日

项目名称

海口市华海路侨盛花园
（首层）
海口市华海路侨盛花园
（三至五层）
海口市义龙东路35号107房

楼层

首层

三至五层

首层

建筑面积
（m2）

165.31

1401.05

56.62

挂牌价
（元）

4804850

16657072

882375

保证金
（万元）

200

800

40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8月
6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重启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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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31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7月31
日00:00－2019年7月31日05:00对中国电信保亭分
公司线路网络进行割接优化。届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加茂往六弓方向业务使用将受短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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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分公司
2019年7月31日

海南省省直事业单位、海口市非参公事业单位
公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网络竞价公告

XZ201907HN112
受委托对海南省省直事业单位、海口市非参公事业单位公车

改革取消车辆在海南产权交易网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处置，现
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公车处置有天籁、别克、北京现代等品
牌共30辆，起始价0.1万元到2.25万元不等。竞买保证金10000
元/辆。竞买人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进入“海
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专栏”页面，查看车辆详细
信息、报名后参与竞买，车辆信息以“二手车技术状况表”披露为
准。公告期限：2019年7月31日至8月13日。网络竞价拍卖开
始时间8月14日9时起。竞买成功的买受人请于8月19日到海
南产权交易所办理成交确认手续、交纳成交价款和费用，提取车
辆后按规定自行办理过户，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如在海南省
内办理小客车转移登记手续，竞买人须凭小客车指标文件提车。
业务咨询电话：66558003、66558038；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

海口计划启动
第二期公交专用道示范项目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 （记者计思佳 郭萃
见习记者习霁鸿）海口计划于9月18日启动第二
期公交专用道示范项目，目前正在开展项目前期
相关准备工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30日
上午召开的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
2019年上半年大数据运用通报会上获悉的。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交专用道示范段一期项目正式启用以来，途
经公交专用道公交线路达49条，占海口全市公交
线路35.5%，平均运营时速由原来的21.3公里/小
时，提高至21.68公里/小时，提速1.78%。每日早
晚高峰期运能提高15%，早晚高峰运送乘客由原来
的日均7.86万人次，增加至日均8.37万人次，提高
6.5%，并缩短了乘客的等候时间。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
者7月30日晚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7月30日17时在
南海北部海面生成，省气象局当天
17时30分发布台风四级预警，预计
7月31日夜间到8月1日凌晨在广东
电白到海南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据监测，南海热带低压已于30
日17时在南海北部海面生成，中心
位于北纬18.0度、东经115.5度，也
就是在文昌市东南方约530公里的

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15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6百帕。

省气象台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
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
动，强度继续加强，将于31日白天在
南海西北部海面加强为今年第7号
台风，并将于31日夜间到8月1日凌
晨在广东电白到海南琼海一带沿海
登陆（热带风暴级，8级）。之后穿过
雷州半岛，将于8月1日白天移入北
部湾北部海面，以后继续向西偏北方
向移动，1日夜间到2日凌晨在广西

西南部到越南北部一带沿海再次登
陆（热带风暴级，8级），登陆后强度
逐渐减弱。

受热带气旋影响，7月31日至8
月1日，海南岛陆地和近海将出现较
强风雨天气过程。

陆地方面，7月30日夜间，全岛
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31日至
8月1日，全岛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北半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7月30
日20时至8月2日8时，各地过程雨
量：临高和儋州过程雨量200-250

毫米；海口、澄迈、定安、屯昌、文昌、
琼海、万宁、白沙、昌江、东方和琼中
100-200毫米；五指山、乐东、保亭、
陵水和三亚50-100毫米。

另外，7月31日至8月1日海南
岛四周沿海陆地将伴有7-9级大风。

海洋方面，7月31日至8月1日，
南海中部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
部湾海面风力自东向西逐渐增大到
8-9级、阵风10级；西沙、中沙群岛附
近海面风力6-7级、阵风8级，南沙群
岛附近海面风力6级、阵风7级。8月

2日起各预报海区风力逐渐减小。
省气象部门提醒，南海热带低压

已生成，未来24小时将加强为台风
并迅速靠近海南岛，将给我省带来
较强风雨天气，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
工作。

又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者
7月30日从海口海事局获悉，据省气
象台7月30日17时气象预报，受南
海热带低压影响，7月31日中午起琼
州海峡风力将增大至9级，所有客滚
船于7月31日7时起停航。

南海热带低压生成，预计今夜到明天凌晨在广东电白至我省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我省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海南岛陆地和近海今明两天将有强风雨

关注防御南海热带低压

本报文城7月30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
者7月30日从文昌召开的全市三防
工作调度会议上获悉，文昌全市上下
要按照三级三防作战体系全面落实
防台风工作责任，务必做到防台风5
个 100%的目标。5个 100%具体
指：渔船100%回港，渔民100%上
岸，水库100%安全，危房及低洼地
区人员100%撤离，游客100%安全。

会议部署，建立市领导驻点包
镇责任制度，确保三级响应时均能
到联系镇坐镇指挥，17个镇全部建
立镇、村委会、村民小组三级三防作
战体系，镇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
人。各镇明确驻村领导、驻村干部、
村干部及各工作组人员的具体任务
和各村防御重点。

截至7月30日中午12时，文昌
已对全市88宗水库进行全面排查，

目前88宗水库蓄水量为7999万立
方米，占正常蓄水量的34﹪，水库
责任人责任落实到位、抢险物资储
备到位；全市1643艘渔船全部回港
避风，3773名船员和232名渔排人
员已登记造册，一旦启动三级响应
将100%实现渔民上岸；与此同时，
按照防风应急预案，全市6690户
27326名危房及低洼地区人员已全
部明确转移责任人，转移路线，做好
100%撤离的准备工作；各景区关
闭涉水娱乐项目，并做好游客疏导
工作，确保游客100%安全。

此外，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文昌每个镇都成立了30-
50名的防汛防风抢险队伍，市武装
部已组建120人的防汛抢险队伍，
市消防救援支队组建52人的防汛
抢险队伍，救援物资采取分级储存，
以满足抢险救灾需要。

文昌对全市88宗水库
进行全面排查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30日晚
海口召开的全市防御热带低压调度
会上获悉，受此次热带低压影响期
间，海口市近海海面及琼州海峡风力
8至9级，阵风10级，7月30日夜间
至8月1日，该市将出现较强风雨天
气过程。会议要求，海口各单位一把
手要带头值班，第一时间掌握灾情险
情，各级防办必须严格执行24小时
值班制度，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
防御热带低压工作。

会议指出，要有效应对城市排
涝，水务、交警、市政等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协同配合，做好排水管网的
疏导，提前预置强排水车辆，强化应
急排涝措施，密切监控道路情况，提
前做好交通的疏导应对工作，及时
发布积水路段信息，确保城市交通
正常运行；要强化水库安全管理。

各水管单位要根据当前水库蓄水情
况，科学进行水库调蓄工作，加强对
水务工程的巡查，对水库启闭系统
检查，发现险情及时组织人员排除；
加强渔业安全管理。行业部门和属
地政府要做好海上船只的风险研
判，第一时间向辖区的渔业行政工
作人员、渔船主和养殖户等发布热

带低压动向和回港避风的预警信
息，及时劝导引导全市2094艘渔船
和渔民回港避风。

会议强调，要做好游客疏导工
作。旅游部门要指导景区和旅游企
业落实防汛责任，提前发布危险天气
预警信息，全部停止高空游览观光及
水（海）上娱乐项目等旅游活动，及时

疏导游客向安全地带转移；做好在建
工程的安全管理，对建筑工地的临时
工棚、塔吊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停
止一切高空作业，高空设施设备要采
取紧急安全防范措施，督促各小区做
好地下车库的防范工作；要加强市场
监管，做好菜价稳定工作，防止哄抬
物价等扰乱市场的行为。

海口建筑工地停止一切高空作业

7月30日，海口市美兰区美庄村常年蔬菜生产基地，农户抓紧时间加固蔬菜大棚，
疏通沟渠，保证排水通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加固大棚防风雨

海口一载客中巴坠河
造成2人死亡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林明智 王咪）7月30日7时45分许，一辆车牌号
为琼A60975、载有9名乘客的中巴车行经海口市
甲子镇长甲线12.2公里小桥时，突然冲出护栏坠
入小河，事故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海口市委、市政府，以及琼山区
委、区政府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
开展紧急救援、伤员救治、事故处置工作。经初步
核实，该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其余人员已送往
医院检查救治。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故发生时，中巴车越过
对向车道驶过约25厘米的桥墩，沿着桥墩行驶约
2米后冲过护栏，坠入河中。

据了解，坠入河内的中巴车（车主单位：海南广
隆运输公司）现已被拖离，红岭深坑桥一侧约8米的
护栏被撞坏，从桥面至水面约有7.6米的落差。

据悉，涉事司机姓林，今年57岁，在海口市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初步诊断为呛水引起吸入性肺
炎。目前，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对事故原因
展开进一步调查。

又讯（见习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程守满）中巴
车坠河事故发生后，定安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将4名受伤人员转移到该医院
诊治。目前4名伤者中，2人留院治疗，另2人被
转送至海口接受治疗。定安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剩下的2名伤者中，1名伤者伤情为多发
肋骨骨折，并血胸、锁骨骨折，正在接受住院治
疗。另1名伤者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目前
情况已基本平稳。

本报三亚7月30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白瑛奇 曾德厚）7月30
日，三亚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通报该局经侦支队于近日成
功破获的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案。该案打掉一个盘踞在三亚
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团伙，抓获
10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3.7亿元
人民币，涉及全国8个省市的53家售

票企业。
据了解，7月10日，三亚市公安

局和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在联合侦办
案件中发现：海南多家企业涉嫌虚开
增值税发票。经过周密的外围摸排、
调查，一个以尹某子、卢某雄、陈某琼
为首的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经查，该团伙以陈某琼租赁的居

民楼为据点，另由陈某琼、尹某子等
人成立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楼内办公
作为开具虚假发票的场所，并以同在
该楼营业的汽车修理美容和旅租作
为掩护，团伙主要犯罪行为均在该楼
内实施，且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居住在
该楼内。

根据前期调查情况，该犯罪团伙
极有可能在7月26日晚再次开具虚

假增值税发票，三亚警方随即决定7
月26日晚收网抓捕，并抓获10名犯
罪嫌疑人，当场扣押作案用电脑7台，
打印机5台，手机17部，小汽车2辆以
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批。

经查，2019年4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尹某子、卢某某、卢某雄、陈某琼
伙同犯罪嫌疑人张某斌、陈某辉、张某
智、邢某光、卢某南等人，共同实施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团伙组织架构
严密，分工明确，约定所得利润按比例
分成。目前查实，该团伙共注册公司
12家，其中10家公司用于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019张。

目前，涉案的10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三亚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深挖审理中。

三亚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涉案金额达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