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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林燕妮

“以前割家里的300多株橡胶，需要
3个小时，现在最多只要2个半小时，而
且割刀伤树的情况更少了，产胶量比以
前多了，这些技术都是从扶贫电视夜校
里学来的，这个节目好，每一期我都不会
落下。”9月23日傍晚，在白沙七坊镇南
洋村，麦巨仁推出电动车，往村委会办公
室骑去，因为当晚又到了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播出时间。

今年50岁的麦巨仁是南洋村南洋
二组村民，一家5口人，此前仅靠300多
株橡胶产业维持生计，生活困窘，更别提
盖新房、买家电改善生活质量了。早在
2014年，麦巨仁就因身患肾结石、腰椎
间盘突出等疾病不能干重活，加上缺少
产业发展资金等原因，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次年，麦巨仁就被安排至公益
性岗位，担任南洋村水利渠道协管员，每
月可获补贴约千元，一家人的生活温饱
有了初步保障。

“我一开始就好奇，不就是看一个小
时的电视节目吗，这能学到啥呢？还不

如在家早睡觉，好早起割胶呢。”麦巨仁
记得，2016年，村“两委”干部组织全村
贫困户到村委会办公室观看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节目时，他并没有放在心
上。然而，在整整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既
有详细的扶贫政策知识宣讲，还有图文
并茂的农业实用技术讲解，也不乏一些
专为贫困户量身打造的扶贫就业信息，
这让收看节目的麦巨仁等贫困群众长了
不少见识。

“想不到这个扶贫节目讲的都是贫
困群众发展产业的故事，能学到实用的
东西，还能与驻村干部和镇里的农技专
家坐在一起聊聊产业发展，很有收获。”
自此，每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开播
前，麦巨仁都会准时前往村委会办公室
收看学习。不仅如此，在节目结束后的
讨论阶段，麦巨仁还积极发言，与大家分
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共同探讨扶贫产业
发展思路。

“以前割胶刀法太随意了，伤树皮，还
影响产量，这毛病得改。”麦巨仁介绍，他
从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里学到了更先
进、更灵活的割胶方法。而且，为了方便
橡胶种植户更易于理解掌握，白沙扶贫部

门还多次安排农技专家来到课堂上现场
传授割胶技巧，通过多次学习，他的割胶
刀法变得越来越娴熟，落在树干上的刀痕
看似变小了，胶水产量反而增加了。

此外，在当地农技专家的建议下，
2016年，麦巨仁就在自家房前屋后尝试
种植了一大片粉单竹，很快就长成了一
株株笔挺苍翠的竹子，当地的香蕉种植
户闻讯过来收购，砍下的竹子用来当香
蕉支架，非常实用。“只要掌握基本技巧，
种竹子几乎就是零成本，多好！”仅种植
粉单竹这一项，麦巨仁一年就多创收千
元以上。

近年来，在当地扶贫部门的推荐下，
麦巨仁3个已成年的子女也分别到深
圳、海口等地务工，家庭收入逐年增加。
2018年6月，得益于白沙危房改造的扶
贫补贴政策，麦巨仁拆掉原本破旧的瓦
房，在原址新建起一间约100平方米的
平房，还利用子女打工寄回来的钱陆续
新添了电视、沙发、冰箱、热水器等家具
家电，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据统
计，麦巨仁2018年度家庭人均收入就达
到了1.4万余元，这一大家子当年如愿
脱贫摘帽。 （本报牙叉9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崔立娜

“今年我家种植的2亩朝天椒，卖了
6000多斤，入账将近3万元，接下来准
备再种3亩，以后肯定能过上好日子！”9
月25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对俄村的农田里，33岁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符福云和妻子正在忙着平整田地，同
时不忘检修灌溉设施，为下个月种植辣
椒做好准备。

“以前没种过这种辣椒，好在农技
专家经常进村帮扶指导施肥、培土。
现在我信了，只要学好技术就一定会
有收成。”符福云乐呵呵地说，他种植
的这片辣椒地不算大，但无公害粘虫
板、铺地膜、滴灌水管等管护设施很完
善，今年夏季辣椒收成时，植株高大，
挂果也更多，收入自然也可观，这也坚
定了他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的
信心。

事实上，符福云今日的生活来之不
易。符福云的父母均为肢体残疾，平时
不能干重活，此前还因为心脏病等病症
不时住院治疗，几年下来，这一家子因
病致贫，于2014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党和政府对我们贫困户帮扶力
度很大，医疗费都能报销百分之九十以
上，两个小孩读小学每年都有教育补
贴，总算解决了一家人的后顾之忧。”
年轻的符福云可谓“人穷志不穷”，他
说，如果只是依赖政府的帮扶，一家人
吃饱没问题，但很难走出困境，孩子们
也不会有更好的生活。为此，2016年，
符福云前往广东珠海在一家电子工厂
务工，收入渐有起色。次年，由于要照
顾老人和小孩，符福云返回白沙用心管
护自家的200多株槟榔以及200多株
橡胶，却遭遇胶价低迷期，割胶收入并
不乐观。2018年，他选择来到三亚务
工，成了一名绿化工人，每月工资约有
3000元，再加上自家槟榔、割胶的收成，
2018年，符福云一家人如愿地实现脱贫
摘帽。

脱贫之后的符福云并没有满足于现
状，他想要带着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
活。2018年11月，在当地扶贫部门的
鼓励与帮扶下，对俄村首次试种朝天椒，
不甘人后的符福云当即就垦荒2亩地开
始发展朝天椒种植产业。“辣椒苗、肥料
都是政府提供的，政府还组织我们参加

辣椒种植培训班，我觉得这个产业前景
好。”符福云说。

“他思想观念转变快，干工不怕苦
累，还很勤学好问。”牙叉镇镇长韦昌发
注意到，符福云不仅手脚勤快，头脑也灵
活，每遇到种植管护难题，就会主动找镇
里的农技工作人员反复咨询，每周的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也从未落下，还把不少
实用的扶贫政策、种植、养殖技术记在本
子上。

“平时家里找不到人，但只要去辣
椒地准能碰到他。”一位受访村民笑
着说，自从种植了朝天椒以后，即便
是饭后散步，符福云也大多会选在辣
椒地。

一门心思扑在辣椒产业上，符福云
管护的辣椒亩产量在村里是最多的，
辣椒品相也最好。今年 3月，对俄村
的朝天椒产业迎来首轮收成，在 4个
月的采摘期内，符福云共卖了6000多
斤朝天椒，收入超过 3万元。符福云
计划着，今年再多开垦出一两亩地，扩
大朝天椒种植规模，“往后的收成肯定
会越来越好。”

（本报牙叉9月26日电）

白沙七坊镇麦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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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
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
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
可于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28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
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17时00分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10月2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10
月18日9时30分至2019年10月30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9年10月
30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
出让宗地属铜鼓岭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
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
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
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
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
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
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

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二）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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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上建有临时建筑，
其临时用地许可和临时建设许可手续已过期，原承建权利人海南华
隆铜鼓岭控股有限公司已承诺不再主张其地上建筑及附着设施任何
权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
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三）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
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
本次出让宗地属于旅游产业项目用地，其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
亩，年度产值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达产
时间为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四）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
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五）该宗
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六）本
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
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周先生 李先生 张女
士。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32855875。查询网
址 ：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7日

地块编号
文 国 土 储
（2018） -
27-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
镇铜鼓北路
东侧地段

面 积
7904.38平
方米（折合
11.857亩）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建筑密度
≤40%，绿化率≥30%，
建筑限高为≤55米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778.4855
（2250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1778.4855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19〕1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位于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北路东侧地段，地块编号为文国土储（2018）-27-1
号，面积7904.38平方米（折合11.857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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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海南煜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煜峰公司）与海南新好

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新好力公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
为海南煜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合并方案主要内容：�合并方
式为：煜峰公司吸收新好力公司，新好力公司解散注销，煜峰公司
存续。②新好力公司的所有资产、业务、负债、人员由煜峰公司承
接。③公司合并前，煜峰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新好力注册
资本为200万元。公司合并后，煜峰公司注册资本为22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被合
并公司债权人、债务人公告。自本公告见报45日内，被合并公司的
债权人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存续企
业进行债权确认等相关事宜。联系人：何小姐 15798978041 特
此公告

海南煜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新好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我委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员取

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我委对秦荣华非法行医违法行为及卫生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告送
达如下：秦荣华，男，身份证号：522528197403160823。经查，2019
年6月18日你存在非医师行医的行为。本行政机关已于2019年9月
20日做出琼中卫医罚决字﹝2019﹞005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送达后，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法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
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地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卫生
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符健业 电话：8622716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舞台项目招标公告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汇聚国内一流的摇滚演员和乐队，致力于多元化的音乐体验社区打造，集吃、喝、玩、乐为一体，倡导文化生

活健康体验，打造海南省音乐文化旅游名片。现对社会进行公开招投标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投标，具体见下：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25日

项目名称

标书文件

舞台需求

报价需求

公示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送达地点

开标时间/开标地点

项目联系人：标书发放及咨询 朱女士：15120892509 投标文件接收:王女士：66810694 18608998758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舞台项目

公司介绍（含3个以上舞台搭建案例）、搭建设备资源介绍、报价一览表

灯光系统、音响系统、视频系统等，共计3个舞台（舞台详细需求请咨询标书发放人员）

含舞台搭建材料费及人工费

公示截止时间：2019年9月30日

截止时间：2019年10月8日 09:30:00（北京时间）送达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大厦广告管理部

开标时间：2019年10月8日 09:30: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大厦3楼会议室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
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组成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
所网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
3%，租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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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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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
权交易 21 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
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孙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9月27日

序
号
1
2

3

项目
名称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创新别墅6号
海口市滨海大道8号水产码头
海口市滨海大道161-8号秀英时代
广场二楼880m2商铺

组成

1-3层
1层

第2层

面积
（m2）
334.23
44.92

880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04280
39587

316800

保证金
（元）
50000
20000

150000

最小加价幅度
(元)
300
200

400

限时竞
价时间

2019年10月16日上午9：00
2019年10月16日上午9：15

2019年10月16日上午9：3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1909HN0149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整体招租：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123+100
至K124+400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万洋高速公路后安互通跨线工程在G98环岛高速公路进行
路面拼宽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作业及行车安全，现对相关路段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9年9月
29日至2019年11月18日，法定节假日期间及假期前1天不作业。
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123+100至K124+400段(万宁
境内) 三、管制方式：(一) 2019年9月29日至2019年10月26日，采
取封闭管制路段左右两幅应急车道，其他行车道正常通行的管制措
施。(二) 2019年10月27日至2019年11月18日，采取封闭管制路
段左右两幅应急车道的同时交替封闭左右幅第二行车道，未封闭行
车道正常通行的管制措施。请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做好交
通出行规划，并在现场有关交通标志标牌的提示及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下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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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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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

一稽检通一〔2019〕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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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王尤精、秦鸣等人，自2019年3月

5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如检

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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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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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海南文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文华园”项目位于文
城镇文琼公路，属《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范围内。2019年4月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
号为（临）建字第469005201900056号。经批准的规划方案指
标为：总用地面积49740.24平方米（折合74.61亩），总建筑面积
57014.46 平方米（其中已建建筑面积40395.54平方米，拟建建
筑面积 16618.92 平方米），容积率 1.135(补偿后)，建筑密度
19.82%，绿地率50.1%，建筑高度为9层，停车位475个，新建户
数137户。主要调整内容有：取消一幢低层建筑，增加13#楼建
筑面积，降低13#楼建筑高度（由建筑层数8层降至6层）。调整
后的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49740.24平方米(约为74.61亩)，
总建筑面积57216.45平方米（其中已建建筑面积40395.54平方
米，拟建建筑面积 16820.91 平方米），容积率 1.135，建筑密度
20.02%,绿地率50.1%，建筑高度9层，停车位475个；调整后设
计方案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调整后的设计方案已经专家会
论证通过，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9月27日至10月11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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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 昌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关于文华园二期修建性规划及建
筑 单 体 报 建 方 案 调 整 批 前 公 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