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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八所边防检查站（现已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
国用（八所）字第2923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
镇港卫路（现拥军路），土地面积为27093.71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营房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证载面积为27390.9平方米，
实地现状道路占用面积 297.19 平方米，现实际剩余面积
27093.71平方米。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八米六路，南至八所村
自来水厂，西至废弃铁路，北至八所港务职工住宅区，坐标界址
点详见宗地图。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6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31日10:3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净

价拍卖：委托人持有的对海南旺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息共计
21659772.36元人民币的债权。项下主要资产为澄迈县瑞溪镇南渡
江畔地段一处抵押不动产[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澄房他证公字第0424
号，该抵押房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瑞溪国用字第（1996）320
号，证载面积为28069.55m2，实际用地面积约为19558m2]。参考价：
390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2月
30日。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2月
30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特别说明：1、我司对标的债
权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2、办理债权变更、过户的所有税、费全
部由买受人承担。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15223、
18508910618；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91212-2期）

2019年（第20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舞剧《大梦敦煌》
——中国经典民族舞剧展现千年敦煌风情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演出单位：兰州歌舞剧院

演出时间：2019年12月21日、22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海口市滨海大道25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37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39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410元）

售票时间：2019年12月11日至12月22日
售 票：大麦网APP或大麦网购票链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2月
13日00:00—06：00对呼叫中心和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升
级优化。优化期间，对160/168/969热线、12121气象热

线、608企业总机、外包呼叫中心等业务有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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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分公司

2019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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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日 00:00－06：00对融合支付平台进行优化升级。

全程不影响电信客户正常申领翼支付代金券，但发放时

间预计稍有延迟，凌晨六点前可以正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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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赠报告示
为答谢广大无偿献血者对无偿献血事业的支持

和参与，我中心特向2019年10月31日前献血总量累
计达51600毫升（含机采成分血、全血），或捐献全血
达12250毫升以上的献血者赠送2020年全年《海南
日报》一份。请符合条件的献血者于2019年12月25
日前与我中心联系，落实准确投报地址。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6824911。

海南省血液中心
2019年12月1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0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琼中县和平镇乘坡农场大门
右侧7631.20m2旅馆用地。公告如下：一、该地块位于琼中县和平镇
乘坡农场大门右侧，土地面积为7631.20m2，约11.5亩。拟规划用途
为旅馆用地（兼零售商业30%），容积率≤2.0、建筑密度≤40%、建筑
限高≤24米、绿地率≥25%，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二、挂牌价
格为602.52万元。三、公告期：2019年12月12日—2019年12月
25日。项目具体条件及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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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
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12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告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延期挂牌出

让2019年11月13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的4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澄自然资告字〔2019〕18 号
公告）。竞买报名截止时间顺延至2019年12月23
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顺延至
2019年12月25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其他
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2日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丽晶支行
与被执行人吴崇光、阮妙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8）琼0105民初53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
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吴崇光、阮妙梅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查封被执行人吴崇光名下位于海
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定路104号云龙水郡（一期）8#、9#楼 13层
9-1302房，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
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8651334

（2019）琼0105执2128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19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面向社会招聘融媒技术人
才，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二）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选拔。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3.

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4.身心健康，具有
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

类刑事处罚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
期限未满的；4.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于试用期内或未满最低服务
年限的；5.失信被执行人；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信息安全总监岗位长期有效。大数据应用工程

师、应用系统维护两个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7日。
（二）报名要求
1.每位应聘人员只能应聘一个岗位。
2.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

(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文件名均按“应聘岗位+姓名+
毕业院校”的格式命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
送至报名邮箱。

3.招聘邮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

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合应聘条
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
笔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开展。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并
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录
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
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
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及空

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
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薪酬待遇：面谈。
六、联系方式：宋先生 0898-66810054

岗位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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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
用工程师

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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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数

1

1

1

岗位素质要求

信息系统、计算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高级
职称或相对应职业资格，相关专业经历8年以上经验。
熟悉Unix、Windows的攻击与防范安全技术知识,掌
握WEB安全渗透技能，对WEB漏洞有较强发现能力，
熟悉网络安全、数据仓库、系统环境开发领域。
信息系统、计算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以
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的BI相关项目经验,、熟悉数据
仓库基本原理，熟练掌握 java，具有 hadoop 或者
spark的开发经验，熟悉Linux系统，能在Linux系统
环境下完成开发，有媒体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信息系统、计算机、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
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985、211院校毕业生优
先，熟练掌握多媒体、H5等技能。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关于撤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西联农场等13家营销服务部的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批准（琼银保监复〔2019〕226号），自即日起撤
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所辖的13家营销服务
部，分别为：儋州市支公司西联农场营销服务部；文昌市支公司东阁
镇营销服务部、南阳镇营销服务部和橡胶所营销服务部；万宁市支
公司东和农场营销服务部、长丰镇营销服务部、东岭农场营销服务
部、后安镇营销服务部、万城镇营销服务部和礼纪镇营销服务部；澄
迈县支公司长安镇营销服务部、昆仑农场营销服务部和文儒镇营销
服务部。特此公告。衷心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和关怀，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12日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投资的关键作用正是应对外部
环境变化、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2018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强调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随着一系列
长效机制的建立，一系列重点工程投
资既稳当下，亦启未来。

不搞“大水漫灌”，追求“精准滴
灌”，聚焦民生短板。从京华大地到白
山黑水、雪域高原……记者调研发现，
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高质量投
资，兴产业、安民生更暖民心。

重点工程“四两拨千斤”

隆冬时节，北京城南。外观宛如
凤凰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阳光下闪
烁着金色光芒。

随着新机场的通航，临空经济区
振翅欲飞。前不久，临空经济区相关
部门与6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项目意向金额约46亿元。

梧桐成林，引凤凰栖居。来自世
界多个国家的企业相继访问临空经济
区寻求合作。截至目前，临空经济区
已筛选出数以百计的潜在合作企业，
并与数十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估算，民航业投入的效能对经

济社会的拉动比例高达1：8。这种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投
资上，也体现在百姓生活变化上。

观察净空区、巡视飞行区……今
年5月起，大兴区榆垡镇东庄营村的
张洪振应聘成为机场鸟害防治员。“几
年前，村里老一辈人还在这里放羊，今
天我们年轻人成为新机场的工作者。”
张洪振说。

如今，已有近4000名像张洪振一
样的当地劳动者在与新机场有关的领
域实现就业。

百姓所需，即投资所向。9月17
日，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开工动
员大会在拉萨召开。继青藏、川藏、藏
中电力联网工程3条“电力天路”之
后，又一超大难度的输变电工程启幕。

翻越海拔5300米以上的高山，穿
越永久性冻土区域……随着工程的推
进，到2021年西藏主电网将覆盖全区
74个县（区），解决西藏97%人口的用
电问题。

中国大地上，一批功能性强、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为支撑
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
新活力。

民生项目惠民暖人心

山脚下、小河畔，夕阳余晖照射在
房屋成排的村落，在路旁积雪映衬下，
有一种世外桃源般的静谧与祥和。这
里是黑龙江省穆棱市穆棱镇腰岭村。

由于腰岭村原址规划建设穆棱市
奋斗水库，2017年，村民整体搬到如
今的水库坝址下游2公里处。

奋斗水库项目是国家172个重大
水利工程项目之一，总投资近15亿
元，是穆棱市迄今为止实施规模最大、
投资最多的水利工程。

走进村民时德兰家，屋内的温暖如
春与室外的天寒地冻形成鲜明对
比。简约温馨的装修，镜子般的大理
石地砖，明亮整洁的卫生间……看上

去不像一般农宅。“独门独院，还有地
热，比住楼房都舒服！”时德兰说。

在抚顺市东洲区莫地棚改新
区，类似的暖心工程同样赢得百姓
翘首赞许。

为了让棚改小区居民住得稳、住
得好，抚顺市共投资5.9亿元对早期
棚改小区进行维修改造，工程涉及24
个棚改小区92976户居民。

抚顺市是辽宁通过投资精准促民
生、补短板的缩影。据辽宁省住建厅住
房保障处处长岳爱国介绍，农村危房改
造和早期棚改小区维修改造是辽宁省
两项重点民心工程。其中，棚改小区维
修改造涉及居民房屋28.05万套、3884
栋楼。截至11月底，115个小区已经全
部改造完工，惠及70多万居民。

制度红利激发投资红利

从建机场到建电网，从修水库到
修民房，一项项重点投资工程不但兴

产业、暖民心，而且随着一系列改革措
施的落地，这种“兴”和“暖”，有了长效
制度保障。

今年年初，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组织的融资工作会在首钢文馆
举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重点企业
代表，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300余人
将会场坐得满满当当。

融资工作会已连续举办三年，成
为北京促进高质量投资的品牌活动。
政府部门解读政策，公开信息，稳定预
期；企业提需求，找资金；金融机构出
主意，创新产品。一条涵盖“金融机
构+项目企业+政府部门+监管部门”
的投融资服务链逐渐打通。

制度红利激发市场活力。
在辽宁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让

民生工程的推进如鱼得水。今年7月，
辽宁省发行了额度为76.7亿元的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棚户区改造
和其他领域建设。至此，2019年辽宁
省本级及13市（除大连市）已发行新增
债券201.1亿元，比财政部要求时限提
前两个月完成今年发行任务。

近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推进投融
资体制改革。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改
革举措的落地，将进一步激发社会投
资活力，有力促进补短板、惠民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
者骆国骏 任峰 安蓓）

稳当下 启未来
——重点投资工程兴产业安民生暖民心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201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对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作出部署。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动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先是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接着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两次集中性教育均取得
明显成效的基础上部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就是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
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把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落实到每名党员。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按照方案
要求，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
本任务，坚持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着力解决党员队
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扎实有序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通过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党在思想、作风、党性上进
行了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广大党员干部“四
个意识”显著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更加严格规范，基
层党建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领导干部骨干带头
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得到进一步发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春运火车票今起开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樊曦、丁

静）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2020年春运火车票将于2019年12月12日开始
发售。2020年铁路春运预计发送旅客4.4亿人
次，同比增长8%。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20年铁路
春运自1月10日开始，2月18日结束，共40天，节
前15天，节后2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4
亿人次，同比增加3257万人次，增长8.0%，日均发
送旅客1100万人次，节前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
高度重叠，客流相对集中，节后客流相对平缓。

针对春运客流量集中的特点，铁路部门计划
安排节前每日开行旅客列车5275对，运输能力达
到1010万人；节后每日开行旅客列车5410对，运
输能力达到1043万人。

为了持续改善旅客购票体验，铁路部门进一步
升级扩容铁路12306售票系统，使系统日稳定售票
能力从1500万张提高到2000万张；扩大既有高铁
干线和城际铁路电子客票应用范围，新建高铁线路随
开通运营同步实施电子客票，实现电子客票在全国高
铁线路的基本覆盖，让广大旅客购票取票、验票乘车
更加方便快捷；候补购票服务由部分旅客列车推广
至所有旅客列车，为旅客提供更好的购票服务体验。

明年如何继续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七大提醒来了！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申铖 刘红霞）记者11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近日发布提醒，
对2020年继续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
除操作的七个常见问题进行了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如果个人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任职受雇单位等信
息与2019年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
就无需办理2020年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确认，最大限度便利广大纳税人。

明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究竟是
否需要确认？如果想修改信息要如
何操作？一起来看看以下七大提醒！

2019年已经在单位办理过专项
附加扣除，明年想继续在单位办理，
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您2019年已享
受过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并需要2020年
在单位继续办理扣除，您需根据政策享
受条件并结合明年您的实际情况，在今
年12月份及时关注前期填报信息的变
化情况；如有变化请及时修改。

为减轻广大纳税人负担，税务机
关进一步简化操作流程，如果您不进
行修改，已填报的扣除信息将自动视

同有效并延长至2020年。但需要提醒
的是，如果您明年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发生变化，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有关规定，
您应当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
关提供相关信息，以免对您及时、准确
享受政策甚至个人信用产生影响。

今年已经填报过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为什么还要在12月份予以关注？

国家税务总局：您今年填报的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是依据今年情况填
报并享受政策的；如相关情况发生变
化，您需要及时据实更新。在岁末12
月份提醒您关注这些信息，也是请您
结合明年实际情况，确定这些信息在
明年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需要您及
时调整、修正。为简化操作流程、切实
减轻办税负担，税务机关已预填好相
关信息，您只需通过手机App、网页等

渠道查看并修正相关信息即可。

如果未及时关注并修正相关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会有什么影响？

国家税务总局：如果未能及时关
注、修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可能会
对明年继续享受政策带来一定影
响。比如，如您的任职受雇单位发生
变化而未更新，新的任职受雇单位将
无法获取您的相关信息并据以办理
扣除；再如，如您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的条件发生变化而不进行修改、
仍按原条件在明年继续享受，还可能
影响您的纳税信用。

2019年通过填写电子模板方式
报送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如果要
修改明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
相关信息，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为便于您更便

捷、准确享受政策，推荐下载个人
所得税 App 或者登录税务局官方
网站，对您 2020 年的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进行修改；前 期 您 填 报 的 信
息已经预填并可通过上述渠道查
看。您也可以将前期电子模板填
报 的 专 项 附 加 扣 除 信 息 打 印 出
来，修改并签字后交给单位，单位
可据此为您办理 2020 年的专项附
加扣除。

如果今年有符合条件的专项附
加扣除但未填报，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果您 2019 年
有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未
在领取工资 薪 金 时 享 受 ，您 需 要
先填报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
并在单位发放最后一个月工资前
报送至扣缴义务人，才能在今年
剩余月份补充享受 2019 年的专项

附加扣除。如果时间上来不及，您
也可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自行申
报享受。

如果12月份补充享受了2019
年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明年想
继续享受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果您已填报了
2019年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您
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税务
局官方网站相关界面，选择“使用此
前数据自动生成2020年专项附加扣
除确认信息”功能，并点击“一键确
认”完成确认；如果相关信息没有变
化，即便您没有进行上述操作，系统
将在明年继续按您填报情况自动为
您办理扣除。

如果今年没有但明年有符合条
件的专项附加扣除，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您 2020 年有
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您
可 以 通 过 手 机 下 载 个 人 所 得 税
App 或者登录税务局官方网站进行
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