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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5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

现状公开拍卖：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85号海口美视旅游度假中
心-度假休闲区3号楼5-6层3-D-508房（跃层），产权清晰，小区环
境优美，空气清新。建筑面积：188.39m2。参考价人民币375万元，
竞买保证金50万元。

过户需缴纳的税、费按政府规定各自承担。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9年12月3日16:00止，以款到账为

准。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2月

4日17:00止。
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322013003
网址：www.typm.com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富海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富海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编制完成，规
划范围东至“多规合一”确定的开发边界，南至S201琼文省道，西至海榆
东线，北至“多规合一”确定的开发边界，规划总用地面积578.63公顷（约
8679.45亩）。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11月28日至12月27日）。2、公示地点：琼
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嘉积
镇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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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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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院标识（LOGO）征集公告
为展现我院良好企业形象，提升我院知名度和影响

力，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载体。我院现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院标识（LOGO）设计方案。一经采用，将支付设计劳

务费用人民币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含税）。

征集时间：2019年11月27日至2019年12月25日

详情请登录我院官网（http://jt.hainan.gov.cn/

hnsjtghkcsjyjy/）。

联系方式：林女士 （0898）36392261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033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6日10时至2019
年12月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汽车配
件一批，保证金30万元。2、船舶1艘，抽油机1部，手机、卫星导航
仪、卫星电话18部，齿轮油泵、三相异步电动机3个，油管17条，铁
板2块，小推车5辆，铁架1个，保证金2万元。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
罚没的涉案财物。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
《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
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陆海口海关网址查询。标的展示：2019年
12月3日至4日（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备案。）展示地点：海口海关私货仓库。电话：0898-66753060、
13005084060。公司地址 :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
A1003房。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2。

为做好向中国证监会提出收购要约豁免申请工作，拟公开

比选聘请证券公司及律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现将比选公告

发布如下：

一、工作内容：负责向主管部门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以

及负责完成申请收购要约豁免的完整程序及后续的督导工作。

二、服务费用：证券公司报价不超过 35万元，不得低于

15万元，律师事务所报价不超过 10 万元，报价含各类相关服

务费用、税费及中介机构业务人员的差旅食宿费。

三、有关要求：参加比选及相关服务要求详见发放的比选

文件（欢迎有意者联系，领取资料），并根据时间节点要求做好

相关工作。

四、报名时间：2019年12月 2日 8：30-17:30

五、比选时间：待报名及资料审核结束后再另行通知

六、领取比选文件及报名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办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靖女士 电话：13518041989 66791702

监督人：黎先生 电话：18689636963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比选聘请收购要约豁免申请服务机构的公告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1205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5日上午10时整在本公
司拍卖大厅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文化路西
后侧中央绿园（金利文华）c栋101、201、301、302、401、402房，
面积3500.76平方米；D栋301、302、303、305、306、307、308房，
面积1551.73平方米。标的物以现状、净价、整体拍卖。竞买保
证金300万元。

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12月4日17:00时截止；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拍卖前来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

物流园二期A区11层B1101B1102
联系电话：0898-66822557

公开征集中介机构公告
我司因业务需要向社会公开征集审计、税务、测绘、资产评

估、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工程设计等中介机构，条件如下：
1、具备经营相关业务所需的资质；
2、正常连续开业3年以上，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诚信记录；
3、有固定办公场所；
4、有丰富的执业经验。
有意者请于2019年12月5日前提交报名资料（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历年业绩材料）。
报名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楼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66720661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关注2019海南冬交会

明年底全面禁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本报嘉积11月27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罗颖）11月27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
给巩固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保
障，该市日前出台方案，明确在2020
年年底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

据悉，琼海市政府将于2020年
年底前，建立禁塑工作机制；全市
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2025
年年底前，全市全面禁止生产、使
用和销售所有列入《海南省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名录（试行）》的塑料制品。同
时，鼓励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产品
研发和推广，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表率。

7家违建露天舞厅
噪音扰民被拆

本报石碌11月2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林朱辉）11月27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公安局、资规局、石碌镇政府等
单位，依法对位于石碌镇昌江大道两侧7家违建
露天舞厅强制拆除。

据昌江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介绍，这些
露天舞厅虽然地处野外，但由于安装了大功率的
高音喇叭，噪音很大，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其播放
音乐的声音，严重扰民。附近的昌江思源学校就
深受其噪音困扰，严重影响了该校师生的学习与
生活。

今年5月11日，昌江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7
家违建露天舞厅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委托专业测
绘公司对上述7家违建进行了测量。8月29日，
对上述7家违建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因违
建的业主抱有侥幸心理，逾期不拆。当地政府部
门决定予以强制拆除。

据介绍，预计需要2天时间，才能拆完这7家
违建露天舞厅。

人才公寓楼市政路工程
明年3月竣工

本报八所11月27日电（记者张
文君 通讯员符啟慧）11月27日，在
东方人才公寓楼市政道路工程项目施
工现场，一部分施工人员正在测量道
路长度，一部分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
污水管道，挖掘机等各种机械繁忙作
业。东方市政府相关部门正加紧推进
道路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30%，预计明年3月全面竣工。

据了解，东方人才公寓楼市政道
路总长598.8米，项目总投资约1692
万元，道路设计等级为城市支路，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
排水工程、照明通信工程等。该项目
建成后，将完善人才公寓、泽民小区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条件，提升东方
人才的居住环境。

按照施工计划，预计明年3月工
程全面竣工。

本报海口11月 27日 （记者马
珂 通讯员谭莹 梁山）11月27日，台
湾艺人高以翔录制节目时不幸去世，
医院最终宣布为心源性猝死。据国家
心血管中心统计，我国每年心源性猝
死者高达55万人，居全球之首。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省内有关专家，告诉您
哪些群体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发群体。

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海医二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小
啟介绍，心源性猝死包括两个概念：
一、心源性；二、猝死。心源性指的是
心脏的原因，包括心脏疾病，比如我们
所熟知的急性心梗、过度劳累、情绪压
抑等情况，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心脏
疾病的发生。猝死是突然的死亡，目
前定义为急性症状的发生、即刻或24
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

大约一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以前发作过心绞痛或有过度疲劳感，

典型症状是出现持续严重的心前区
憋闷、疼痛，没有明显原因的气喘，突
然不能平卧，脉搏过快、过慢或心律
不齐，血压下降，出汗，四肢发冷等。

哪些人是高发群体？

王小啟表示，高血压、冠心病、心
源性猝死、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已
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令人
担忧的是这些以老年患者为主体的
疾病，已悄悄地盯上青壮年。

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的主
要原因是不健康生活方式，中青年对
心血管疾病重视不够，没有健康的生
活方式，缺乏健康意识，饮食不平衡，
睡眠严重不足。其次，中青年来自工
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作和生
活负荷重，一直处于疲惫状态，无暇顾
及健康，使得身体锻炼越来越少，体质
减弱。另一方面，心理压力大，精神高
度紧张或过度焦虑、情绪波动大。

心源性猝死如何预防？

王小啟指出，由于心源性猝死发
生突然，因此预防重于治疗，要减少
诱发猝死的因素。有心脑血管疾病
家族史的人，尤其是家族中有猝死患
者时，一定要进行心脏遗传性疾病的
筛查。

对年轻人而言，要养成良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避免长期劳累、熬夜学
习工作、久坐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注
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在
饮食方面，不宜吃太多含胆固醇较高
的食物，同时适当控制食盐量。有些
人为了提神会多喝咖啡或浓茶，这样
可能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如何紧急抢救心源性猝死？

海南省肿瘤医院心血管专家郑茵
称，一旦发生心源性猝死，几乎不可能

自主逆转，心肺复原苏是唯一“妙方”，
最关键的在于心肺复苏紧急抢救。

台湾艺人高以翔心源性猝死

专家告诉你，哪些人是高发群体？

利用POS机非法套现
金额达5亿元
12名嫌犯被刑拘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
记者罗佳 通讯员白瑛奇）近日，三亚市公安局由
经侦支队牵头，多警种配合，成功破获“6·06信用
卡诈骗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查处犯罪窝
点5处，扣押POS机300余部，银行卡1700余张，
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达5亿元人民币。

经查，该团伙从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到违
规办理信用卡到利用POS机非法套取现金再到

“养卡”，整个过程层级分明、分工明确，严重扰乱
了海南省的金融管理秩序。

经审讯，12名犯罪嫌疑人对各自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目前12人均已被三亚市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该案相关侦查和深挖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亚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该案为
契机，深入排查金融行业存在的潜在风险，在金融
风险防控方面主动发挥公安机关职能，进一步严
厉打击各类金融类违法犯罪行为，为营造更好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11 月 27日，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内海南逸盛
石化有限公司年产50万
吨多功能新型材料项目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
机器设备。据介绍，该项
目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
建设，计划于2019年12
月底竣工，2020年一季
度试生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摄

海南逸盛：

年产50万吨多功能新型材料
项目即将竣工

正确的做法如下：

1 不要移动病人，不要摇晃病
人，立即让病人仰卧。同时请身
边人拨打救援电话。

在最短时间内判断病人是否
停止了心跳，如果没有心跳，应当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快速检查患者口腔里面是否
有异物，然后帮其头仰地。

按压胸廓。按压胸廓的位置
是在胸骨下1/3交界处或者双乳头
与前正中线交界处进行按压。

人工呼吸。掌握正确的人工呼
吸方式，一手捏紧患者鼻孔，然后深
吸一口气再往患者口腔内吹气。最
后松开口鼻，让患者胸廓自动弹回。

如此反复，直到专业人员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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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
者傅人意）2019年海南冬交会将
于12月 12日至16日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南日报记者
11月27日从2019年海南冬交会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冬交会
以市场化为导向，探索“政府主
导、市场化运作”的办会形式，导
入市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展
馆（区）由公益性展示交流展区和
市场化运作展区组成，除公益性
展馆外，其余专业展馆均实行市
场化运作布展。

微信小程序带你逛展、首设
网红品牌街和专业观众日、举行
全球橡胶大会等 16 项重点活
动、数千款美食供“吃货”免费品
尝……本届冬交会亮点丰富引
人关注。

微信小程序带你逛展、首设网红品牌街、数千款美食免费尝……

海南冬交会8大亮点抢先看

大
亮
点

8
设立海南农业主题展区。展会将通过展示海南热带现代绿色

农业、海洋渔业、现代化农业基地（南繁基地等）等建设历程与发展
成果，凸显海南风采，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展会引入智能安检管理系统，展商、展品统一采取提前线上报
批审核、线下实行人货分离严格准入制，通过专用系统实名注册登
记（企业资质三证合一、展商资料人证合一），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
游商小贩；统一建设中英文双语官方网站，开通“线上冬交会平
台”，实现线上线下交易无缝对接；本次冬交会还首次开通微信小
程序，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快速找到企业展商所在区域。

展馆展品包罗万象。展馆设置特色鲜明，设置“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展区、国际农产品品牌馆、农业产业扶贫展销馆、中国
农业品牌馆及室外展区的品牌宣传街。展品涵盖粮油、水产、
果蔬、生鲜、畜禽等优质农产品，还有农机农资、科技等服务业
及其产品。

举办16项重点活动。冬交会期间将组织举办2019海南农产
品推介活动、第十五届全球橡胶大会、2019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
论坛、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2019国家战略与热带
农业峰会等。

首次设计海南好物“咚咚”网红街。首次规划网红品牌街，汇
聚海南好物，招募网红品牌店，孵化海南农产品网红品牌。

精准买家邀约，打造专业采购平台。首次开设专业观众日
（12月12日9：00-12：00），为采购商、参展商提供专业的商务洽
谈平台。

数千款美食供“吃货”免费品尝。本届冬交会专设2133平方
米的美食街，展会现场上千家展商设置免费品尝区，数千款特色产
品任意品尝。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实现媒体内外联动，专业聚焦，扩大冬交
会国际化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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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290万元
为多获拆迁补偿款
一男子获刑4年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王娇）男子陈某东为获得更多拆迁补偿款，向棚
改项目指挥部相关工作人员行贿290万元。近
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行贿罪判处被告人陈某东有期徒刑4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50万元。

2015年下半年，美兰区新琼棚改项目开始启
动，陈某东及其家人一共有17个土地房屋征收编
号在棚改征收范围内。为了在项目征收过程中获
得更多国家征收补偿款，陈某东分别找到时任新
琼棚改项目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陈某（另案处
理）、房屋性质审核组组长曾某波（另案处理），请
求他们提供帮助，并许诺事后会给予相应的好处
费。在陈某、曾某波等人的帮助下，陈某东及其家
人实际控制的17个征收编号共收到征收补偿款
人民币3500余万元。为表示感谢，陈某东分别送
给陈某250万元、曾某波40万元，共计290万元，
陈某和曾某波均悉数收下。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东为谋取不正
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
贿罪。据此，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