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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凤凰机场空港百货
三亚空港百货位于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站前航空城

C座，总商业面积24000平米。空港百货商城总共分四层，

一层为缅甸国家馆翡翠城，主营缅甸翡翠玉石，二层为海南

机场跨境购体验城，主营进口产品，分为国际美妆馆，健康保

健馆，母婴馆，乐高馆，巧克力馆，日本东京馆，精品配饰馆，

三层为海南馆，红酒馆，进口名表馆，耐克、阿迪达斯休闲服

饰馆等，四层餐饮休闲综合服务区。整个商业业态汇集了众

多国际知名品牌，产品丰富，主要有香水、化妆品、珠宝、名

表、皮具、旅行用品、箱包等近百个上万种商品。三亚空港百

货是集跨境购、缅甸国家馆翡翠城、餐饮娱乐、文化展示于一

身的商业综合体。

明珠广场旺铺3000m2

整 体 低 价 出 售
海口市海秀路商圈，欢迎有

资金实力的企业或个人前来洽

谈，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3398956548吕生

声明
儋州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在“儋国用

（2013）第（903）号”地块上开发建设的中南•西海岸1.2期12-15#楼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469003201509008号）、1.2期
16-18#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469003201509009
号）、及“儋国用（2013）第（902）号”地块2.1期1-3#楼（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建字第469003201203036号）及2.1期4-6#楼（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469003201203087号），实测面积和合同
面积存在的面积差，我司和业主协商，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处理：商品房
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计价面积发生差异，买卖双方同意
按以下第1种方式进行处理。1、双方同意按以下原则处理：（1）、面积

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2）、
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的，买受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买受人
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产权登记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
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来补足；
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产权登记面积
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内（含3%）部分的房
价款及利息自双方确认之日由出卖人一次性返还买受人；绝对值超
3%的房价款自双方确认之日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截至到
2019年12月22日，我司未向业主收取合同面积3%以外的房差款，以
后也不收取，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儋州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3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星华海岸城二期（一期）全体业主：

衷心的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海南成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支持与厚爱，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置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星
华海岸城二期（一期）商品房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现已具备交房
条件。为了便于业主收房，我公司将安排办理集中交房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一、时间：2019年12月30日至2019年12月31日集中交房
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六路4号星华海岸城二期6#楼

交房活动中心
三、携带资料：
1、业主本人身份证原件;
2、《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3、已付房款发票或收据（原件）;
4、任一买受人的银行卡一张（可提供复印件）;
5、业主家庭主要成员每人两张一寸彩色照片;
6、非业主本人办理还需提供：公证委托书、业主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7、企业收房还需提供：⑴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印鉴之

印模；⑵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其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⑶
委托收房的需提供公证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⑷公司《开户许可证》原件。

请您按以上约定的时间携带相关资料前来办理交房手续。
如您未能在集中交房时间内办理，请提前与0898-68560035联系
预约办理交房手续。

如有疑问请致电咨询：0898—31908888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海南成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吕世昌 ：

本局于2019年11月份依据《2019年海南省煤炭产品质量省

级监督抽查方案》组织开展工作，在洋浦港煤炭堆场里抽检到吕

世昌（身份证：460029197005120651）存放的煤炭，经检验灰分

（Aad）项目不合格，因被执行人拒绝告知下落。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QZJ2019HG0348）检验报告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检验结

果通知书（编号：QZJ2019HG0348）。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2月20日

尊敬的海南移动客户：
为了更好地回馈广大客户，我公司将对客户消费积分有效期

规则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2020年1月1日起,新增的消费积分有效期为24个月，到期

后自动失效。
您可前往移动营业厅或登录中国移动APP、10086官方微信

等积分专区进行查询兑换，具体内容详询10086。
感谢您对海南移动的支持与关爱。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3日

关于海南移动客户积分规则的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华盛·中央公园
国际广场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华盛·中央公园国际广场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长
流起步区2701地块，属《海口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701地
块范围。项目于2018年10月通过规划许可，方案内容为2栋地上
3-32层、地下3层办公、商业综合楼，批建面积地上142244.78m2、
地下77114.07m2。现建设单位申请平面布局，不涉及地上建筑面
积、计容面积的变化。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2月23日至
2020年1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
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3日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琼9003执1058号

受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惠民农产品出口配送有限公司位
于澄迈县金马大道4公里处西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2539.13平方米，国有土地证号：金江国用2012第4792号】及地
上附着物，参考价：4680万元，竞买保证金：900万元。现将第二
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1月14日16:30；2、拍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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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展示
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月13日17:00
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1月13日12：00前到账为
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儋州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0888390002915；6、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9003执1058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情况说明：整体拍卖，不分开。标的
物按现状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一切税费。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23114、13036099114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6359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00108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1月8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及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进行现
场与网络同步公开拍卖下述8套房产：

竞买保证金:20万元/套，2020年1月6日16:00前截止缴纳（到
账为准），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标的按现状拍卖，即日起现场
预展。竞买人须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海口市相关房地产限
购政策，过户税费按照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话：0898-66723114 13036099114
网址：www.hntbpm.com 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卖”

海口市金垦路45号金岭佳苑（职工安置楼）

房号

2502房
1506房
1006房
302房

建筑面积
（m2）
136.68
136.68
136.68
136.68

单价（元）

9929
9490
9256
8941

参考价
（万元）
135.7
129.7
126.5
122.2

房号

2307房
1102房
506房
102房

建筑面积
（m2）
105.19
136.68
136.68
136.84

单价（元）

9897
9300
9029
8850

参考价
（万元）
104.1
127.1
123.4
121.1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责令限期缴纳价格调节基金催告书
三发改函〔2019〕1427号

三亚黎客美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我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

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向你单位送达《关于责令限期缴纳价格调节
基金通知书》（三发改函〔2018〕1238号），限你单位于3日内缴纳价
格调节基金2,029，712元，并于2018年12月6日在海南日报上公
告送达，但你单位至今未缴纳。现再次催告你单位，限你单位于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缴纳价格调节基金2,029,712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并请于前述期限内向本委提出需要陈述、申辩的事
实、理由和依据。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我委将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12月20日

申请执行人海南合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台莉早
餐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
合莉早餐服务有限公司名下车牌号为琼A02A22、琼A09A66、琼
A00A70、琼 A00A86、琼 A08A78、琼 A08A98. 琼 A30A33. 琼
A29A60、琼 A75A76、琼 A75A56、琼 A73A97、琼 A76A27、琼
A75A57、琼 A75A68、琼 A75A99、琼 A72A30、琼 A75A96、琼
A73A79、琼A76A92的大通牌车辆19辆、车牌号为琼A59A29的
程力威牌车辆1辆。现本院拟对上述车辆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
述车辆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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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63840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邮编: 570311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409号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12HN0208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省人民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一楼铺
面进行公开招租，房产面积375平方米，租期5年，挂牌底价为
1192500元/年。公告期：2019年12月23日-2020年1月6日。
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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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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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3日

▲陈其能遗失海口绿地五源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化城
收据，收据编号0316701，金额为
8000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2020年1月7日17时30分，其他
公告事项不变。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68582500 周先生、
许先生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2019年12月23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在2019年11月22日《海

南日报》A12版的《文昌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

字〔2019〕31号]挂牌活动，挂牌截

止时间因故延期至2020年1月9

日上午11时。缴纳竞买保证金及

办理挂牌报名手续截止时间延期至

2020年1月7日17时（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我局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

止时间因故延期至2020年1月9

日上午10时30分。缴纳竞买保证

金及办理挂牌报名手续截止时间延

期至2020年1月7日17时（以保证

金到账为准），我局资格确认时间延

期至2020年1月7日17时30分，

其他公告事项不变。联系电话：

0898-63330100、68582500周先

生 、许先生。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19年12月23日

▲章鑫不慎遗失海口滨江壹号A
栋 107 房收据 1张，号码为AN：
0000168，金额：1615648元，声明
作废。
▲海口陈林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黄志强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1196711070417，特此
声明。
▲赵孟桃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肆层壹排04号铺面的协议书
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 李 长 红 （ 身 份 证
460031197906185278）遗失营运
资 格 证 ，证 件 流 水 号 ：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在2019年11月22日《海

南日报》A12版的《文昌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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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陵水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9120304，

账号：267504051505。特此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410000776603，

账号：265004051518。特此声明

作废

4609020166，声明作废。
▲昌江叉河开知废品收购站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469031600016243，声 明 作
废。
▲海口市龙华区金星社区卫生服
务站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1754501，声明作废。
▲ 王燕秋遗失户口本,证号：
469030001015452，现声明作废。
▲王燕秋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00985144，现声明作废。
▲ 王燕秋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36196811170046，现声明作
废。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站在回
归祖国2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澳门发展
将进入新阶段、迈向新征程。

“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
会各界要站高望远、居安思危，守正创
新、务实有为，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推动
澳门特别行政区各项建设事业跃上新台
阶。”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
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上，习近平主席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针对澳门内外环境新变化，对澳门
发展提出了4点希望。习近平主席的重
要讲话，蕴含着对澳门发展的深邃思考、
体现着对澳门同胞的深切关怀，为澳门
立足新方位、找准新坐标、再创新辉煌，
指明了努力方向，注入了信心力量。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2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
力支持下，在何厚铧、崔世安两位行政
长官带领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

会各界人士同心协力，开创了澳门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局面，谱写了具有澳门特
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
章。“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越是
面对成绩，越是要奋发进取。澳门回归
祖国 20 年的实践证明，只要路子对、政
策好、身段灵、人心齐，就能在“一国两
制”实践中发挥独特作用。我们既要从
澳门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中坚定信
心、增添力量，又要清醒看到澳门内外
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善于统筹谋划、群策

群力、乘势而上。
“一国两制”事业任重道远。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推动澳门特别行政区各项
建设事业跃上新台阶，就要将“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
能。“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特别行
政区治理水平”“坚持开拓创新，进一步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以人为
本，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包容
共济，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这 4 点希望，把握时代脉

搏、契合澳门实际，科学回答了事关澳门
特别行政区发展的方向性和根本性问
题。协同奋进，变革创新，认真谋划澳门
的长远发展，就要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
的重要讲话精神，抓住新机遇，培育新优
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续写“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澳门同胞
大有可为，也必将带来澳门发展新的辉
煌。今天，对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
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

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胸怀大
局、站高望远，在贺一诚行政长官的带领
下，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传承爱
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我们就能把具有澳门
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断向纵深
推进，让澳门这朵美丽莲花绽放出更加
绚丽、更加迷人的色彩！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推动澳门各项建设事业跃上新台阶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上接A13版

破除痛点难点
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

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拖欠账
款……针对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痛
点难点，意见提出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

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健全
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健
全授信尽职免责机制；完善民营企业直
接融资支持制度，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
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健全民营企业融
资增信支持体系；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
账款长效机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
说，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优化
营商环境等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民营企
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意见明确了进
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具体政策，直
击民企经营难点。

出台实施约2万亿元规模减税降费举

措，打出债券、信贷、股权“三支箭”缓解融
资难融资贵……随着各领域举措渐次落
地，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感受到“是自己
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氏企业集团董
事长叶青用“精准”形容意见中的举措。他
列举说，意见提出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扩大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范围，加
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支持发展以中
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
融机构。“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让宏
观政策落实到微观层面，切实减轻民营企
业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问题。”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意见重申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合法财产，释放出的平等保护民营经济

产权的信号极为强烈。”王曙光说。
意见提出，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

的平等保护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刑事
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协助纪检监
察机关审查调查时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权
益；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持续
甄别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身财
产权的冤错案件等。

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出台，首次从中央层面对产权保护制度
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健全以公平为
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

有恒产者有恒心。国家发改委经济
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说，建立有
效的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是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的基础。这要求各级政府稳
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和负面清单制度，认
真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进一步强化政

府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保护意识，建设诚
信政府，坚决消除“新官不理旧账”等失信
现象，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
的良好氛围。

不搞“一刀切”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简政不是减责，而是更有效的监管、
更优质的服务。

意见强调，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
通渠道；制定实施涉企政策时，要充分听取
相关企业意见建议；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
性，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创新民营企
业服务模式；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

张新认为，当前强调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创新服务模式非常必要。只有科
学有效地开展监管，才符合“放管结合”
的本意。

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建
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
实施意见》，明确建立政府重大经济决策
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的程序性规范。

企业家们认为，政策执行不搞“一刀
切”，经常倾听企业意见、诉求，创造性实
施“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式服务，指导
企业用好惠企政策，努力打造对民营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
有利于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让民营企业
心无旁骛做实业。

谋改革谋创新
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我国民营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
的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
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早已
成为我国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

意见提出，鼓励民营企业独立或与
有关方面联合承担国家各类科研项目；
加快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系统清理与企业
性质挂钩的职称评定、奖项申报、福利保
障等规定；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
改革；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机制等。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当前不
少传统企业面临市场增速放缓、成本上
升、经济下行等困难，面对困难和压力，必
须通过变革创新、转型升级来应对。

张新说，意见及时为民营企业深化
改革、优化创新提供了具体指导。“一系
列举措实实在在，为民营企业增强发展
信心、永葆创业激情、坚持创新引领、加
快高质量发展、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提
供了动力。”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 记者
安蓓 陈炜伟 王雨萧）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长期稳定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