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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全省IP城域网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互联网IP专线业务使用将
受中断3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20年1月7日1:00－3:00，对洋浦经济开发区、陵水
黎族自治县、海口市解放路附近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1月8日1:00－3:00 ，对五指山市、昌江黎族
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1月9日1:00－3:00，对儋州市（不包括洋浦经
济开发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定安县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
进行优化；

u2020年1月14日1:00－3:00，对白沙黎族自治县、海
口市金盘路附近区域、海口市秀英区政府附近区域的IP互联网
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1月15日1:00－3:00，对屯昌县、海口市海甸岛
区域、海口市府城镇城东社区附近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1月16日1:00－3:00，对乐东黎族自治县、临
高县、三亚新风路附近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2月12日1:00－3:00，对万宁市、海口市白坡里
附近区域、三亚市金鸡岭路附近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2月13日1:00－3:00，对文昌市、澄迈县、东方
市、海口市海府路附近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2月14日 1:00－3:00，对海口市国贸路附近
区域、海口市府城镇中山路附近区域、三亚市榆林路附近区域
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u2020年2月18日1:00－3:00，对琼海市、海口市凤翔路
附近区域、海口市农垦路附近区域的IP互联网专线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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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2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三亚F8138”号轮船舶，
挂牌价格为8,103,270元。公告期：2019年 12月 31日至
2020年1月14日，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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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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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迁坟通告

金集幼儿园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范围内，

项目用地总面积为9331.33平方米（合14亩）。项目涉及海

秀镇新村村委会。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

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所属镇项目办

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海秀镇李先生：18689841926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31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自然资告字〔2019〕46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广德路西侧，地块
编号为昌江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D-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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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和个人
（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二）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经济特区行政区域内
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与
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三）地块
产业准入条件：房地产业。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
价，按照出价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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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1月6日
至2020年1月21日到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月
6日至2020年2月1日到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或海南省
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2月1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2月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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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8时30分至
2020年2月4日11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
件。（三）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产业类型及用地控制指标
进行开发建设。（四）该宗地为政府储备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土地补偿、安

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地块不在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地块周边已通水、通电、通
路，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综上，该地块具备净地出
让条件。（五）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昌
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
时需与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准入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由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
用权人履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六）项目
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七）该宗地需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请按规定的数额和期限缴纳。（八）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
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九）
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
（十）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
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一）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
公告为准。（十二）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www.landchina.com。九、咨询方
式：咨询电话：0898-26630913、68551218、65303602。联 系 人：麦照
军、林小姐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1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起始价（万元）

昌江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D-6号
40年

≥65
≥25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配建停车位（个）

42725.59平方米
≤0.5
≤17
≥225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竞买保证金（万元）

昌江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广德路西侧
≤20

商服用地（其中商务金融用地占比
65%，旅馆用地占比35%）

5726
1万元及其整数倍5276 增价幅度

作为“严打”工程牵头单位，省公安厅
召开誓师大会，及时印发《全省公安机关
禁毒三年大会战实施方案》，启动大会战
宣传和战时督导工作机制。省检察院迅
速出台《关于积极参加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意见》，并率先试
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省高级人民法
院修订《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中涉毒罪
名的量刑细则，并出台《海南法院依法从
重从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贯彻意见》，
依法从重从快顶格处罚毒品犯罪。

省公安厅分别制订打击毒品犯罪、情
报支撑、督导检查等8个专项行动方案，落
实各警种、各部门的工作责任，着力打好多

警种联手缉毒破案的合成战。实行“公安
局长挂帅办大案”制度，压实领导工作责
任。省公安厅禁毒、技侦、网监、情报等部
门通力配合，提升攻坚破案的核心能力。
专案侦查模式从简单的短线侦查、破案结
案转变为深度经营、长线推进，从单纯打团
伙网络的分支转变为摧毁整个网络体系，
实现各个击破、全网摧毁。全省公安机关
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一个战役接着一
个战役，持续猛烈地打击毒品犯罪。

2016年10月15日，万宁市公安局在
龙滚镇海边收缴从海里漂浮上岸的高纯
度可卡因354.9千克。我省毒品海上渗透
及贩运的态势十分严峻。

我省是一个毒品输入省、消费省和受
害省。为严防严堵毒品流入，按照国家禁
毒办“5·14”堵源截流机制要求，我省强力
推进“三道防线和两个加强”建设（即岛外
防线、海上防线、口岸防线和加强物流寄递
查缉、岛内查缉）。加强岛外防线建设，与
广东省建立联勤查控联席省级会议机制，
将关口前移到广东徐闻海安港，派出100
余名警力与广东警方联合查缉，共破获运
输毒品案件50起，抓获嫌疑人898名，缴
获毒品148千克，切断毒品出入通道；加强
海上防线查缉，对来往我省的船舶尤其是
渔船、快艇和无牌无证船舶进行管控，成功
破获“2018-692”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在

南海海域截获贩毒船只1艘，缴获各类毒
品1150千克，严密防范毒品从海上流入；
加强岛内防线管控，强化对沿海港口、岙口
的监控查缉工作，积极打造环岛毒品查控
网，先后破获从加拿大、美国、荷兰、泰国走
私海洛因、大麻案件11起，斩断了多条借
道我省的国际走私贩毒通道。

大会战开展以来，全省共抓获毒品犯
罪嫌疑人13407名，缴获各类毒品10.22
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0022起，破获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件50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116起。全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9376件
11295人。全省审判机关审判毒品案件
9339件11642人，审结9385件11475人。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我省全方位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布下天罗地网 破刑案逾万起

12月19日至20日，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海南省青少
年禁毒知识竞赛决赛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竞赛活动开展时间为
2019年10月25日至12月20日，
分为赛前准备、网络初赛、晋级赛
和全省决赛四个阶段。海南各地
按照国家禁毒办要求，利用全国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组
织开展了网上禁毒知识竞赛活
动 。 全 省 共 有 1552 所 学 校 的
652328名学生完成网上答题，满分
人数47329人。

20日上午，全省总决赛在晋级
的6个代表队之间展开。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海南省商业学校代表队
摘得桂冠，三亚市代表队获二等奖，
万宁市代表队获三等奖，洋浦经济
开发区代表队、东方市代表队、白沙
县代表队获优秀奖。按知识竞赛网
络成绩排名，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

等10所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中，我省强力实施“严教”工程。省
禁毒办、省教育厅等相关单位组织
开展文艺汇演、专家讲座、知识竞
赛等各类禁毒主题活动，不断掀起
禁毒宣传热潮。组织公开宣判活
动、万人彩妆徒步行等主题活动，
警示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积极引导全社会参与禁毒、支持禁
毒。给全省每户家庭发放《致家长
的一封信》。坚持禁毒从娃娃抓
起，编写了毒品预防教育读本并纳
入全省课本教材，积极推进“6·27”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2018
年 1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禁毒知
识竞赛活动中我省代表队获得第
2名的好成绩。去年全国毒情监
测考核中毒品预防教育位居全国
第1名。

（策划/良子 撰文/良子 黄金）

12月14日，在澄迈县公安局办案区，刚被押解
回来的广西籍贩毒嫌疑人正在接受民警审讯。澄迈
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跨省运输、贩卖毒品案，抓获周
某、屈某等4名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缴获冰毒268
克及作案工具一批，斩断一条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宾
阳县向我省各市县贩运毒品的地下通道。

2017 年 1 月，海南警方成功侦破“2016-
727”“2016-771”公安部毒品目标案，缴获冰毒、
海洛因数量创我省历史之最。

2019年7月，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指导支
持下，海南警方成功破获“2018-265”公安部毒品
目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缴获合成毒品K
粉2.6公斤、毒资2万余元、涉案车辆5辆……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我省公安追
线溯源、主动出击，以“拔钉子”的战法，连破毒品
大案。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我省强力实
施“严整”工程，整治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去
年对毒情问题严重的澄迈、文昌以及30个
乡镇开展为期一年的重点整治，今年又将临

高、万宁和11个乡镇列为重点整治对象，推
动各地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解决突出问
题，取得积极成效。澄迈县开展重点整治以
来，近两年新增吸毒人员大幅下降，去年被

国家禁毒办摘掉“重点关注地区”的牌子。
娱乐场所是毒品发展蔓延重要途径和

主要温床。为此，全省坚持“每周1次抽
查，每月1次集中巡查”，对涉毒娱乐场所

出重拳、下狠手、严厉打击，坚决执行“一次
性死亡”。大会战以来，全省共清查娱乐场
所47719家次，取缔涉毒娱乐场所82家，
有效萎缩了依托娱乐场所的吸贩毒市场。

“严教”工程 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禁毒意识“严打”“严堵”工程 抓获案犯1.3万人，缴获毒品10余吨

“严整”工程 取缔涉毒娱乐场所8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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