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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因我公司海口西海岸项目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
一、销售经理1名
岗位要求：
1、35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从事高端房地产营

销管理经验,有良好的楼盘销售管理能力；
2、对市场的敏锐性强，有策划思维；
3、工作充满热情，抗压能力强，具备创新意识；
4、有营销策划经验的优先；
5、团队意识强，管理能力突出，敢于挑战不可能，执行力强。
二、销售主管1名
岗位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20-30岁，有过三年以上大型房地产楼盘

案场销售经验；

2、热爱销售工作，组织能力强，善于与客户沟通，乐于接受挑
战，追求高奖金收入；

3、具有较强的业务拓展能力，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的工
作压力。

三、置业顾问3名
岗位要求：
1、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了解海南及海口西海岸房地产市场；
2、在其他地产公司有过一年以上的案场置业顾问经验；
3、热爱海南房地产行业，有激情有梦想；
4、普通话标准，五官端正，限未婚、30岁以下。
以上职位薪资待遇面议。
请将简历发至13368988889@qq.com邮箱，合则约见。

海口迪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对华为4GLTE 网
络系统进行 5GNSA 组网 LTE1 个锚点基站归属 5G-
U2020网管调整割接。届时，割接地区的4GLTE手机通
信业务使用将中断1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20年3月2日14:30－15:30，对华为4GLTE网
络系统进行5GNSA组网LTE锚点基站归属5G-U2020网
管调整割接。割接站点会引起业务中断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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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0〕2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协议方式出让位于海榆中线130处两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协议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时间：公示时限为30个自然日。自县政府批准后公告之日
起计。三、两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燃气供气设施，场站及管理辅助建筑；
2、与城区管道燃气项目有关联关系的区域性总部公司办公与技术培训，
配套用房建设。四、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凡是获得我县发改部门立项批
复的项目且项目已通过发改部门备案的法人均可提出用地预申请书。1、
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营业执照。五、其他特别约定：1、
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签订相关协议的法
人企业；2、已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建设管道燃气项目并投产的企业可

优先考虑。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均只有一个意向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规定以协
议方式出让该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该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两宗以上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七、用地申请联系方式：申请地址：海南省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海榆路134公里处环保监测业务办公用房；联系人：
赖先生86225309 6855121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4日

序号
1
2

宗地编号
QZ-2019014号
QZ-2019025号

宗地位置
海榆中线130处
海榆中线130处

面积（亩）
10.37
11.63

容积率
≥0.2
≥0.2

建筑密度
≥30%
≥30%

绿地率
≤20%
≤20%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土地用途
公共设施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建筑限高（米）
≤12
≤12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明农场，在原罗牛山红明原

种猪场场址上实施项目改扩建，建设为4条1200头基础母猪一条
龙楼房养猪生产线，养殖规模年存栏量为67221头，改扩建后年
出栏商品猪 95860 头。占地面积 91680.46m2，总建筑面积
89374.93m2，建设内容包括配怀-分娩舍1栋，保育-育肥舍2栋，
公猪舍1栋，合计4栋。辅助配套饲料转运站、办公区、生活区、无
害化及污水处理厂等。

（二）影响分析及措施
运营期产生的养殖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系

统发酵处理后，沼液用于周边种植地施肥；发酵产生的沼气经脱
硫后发电全部供本场利用；采用干清粪工艺并及时清理猪舍、强
化猪舍通风、生产设施周边加强绿化等降低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空压机、泵、风机等采取减振、
隔声等降噪措施；在场区四周修建围墙或绿化带，综合防治降低
噪声；猪粪运至有机肥车间生产有机肥；病死猪及分娩废物采用
无害化降解机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生产有机肥；医疗废物集中收集
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垃圾设置固定的垃圾堆放
点，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网 络 链 接 ：http://www.luoniushanpig.com/Upload/
158321406990.pdf

公众还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址：海口市江
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实业公司办公大楼。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公众意见表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
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反馈。

建设单位：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卫卫
联系电话：13637690021
电子邮件：710496536@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3月3日~2020年3月16日。

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罗牛山红明10万头黑猪生态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904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江西省云波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与被执行人临高丰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1319号民事调解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临高丰绅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于2019年11月27日冻结临高丰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临高丰绅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51%的股权。 现本
院拟对该股权进行处置。 如对上述股权权属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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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二月二十四日

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

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东方营销服
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03年06月12日；负
责人：朱峰；机构住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南路东21号第
一层北侧、第三及第四层；邮政编码：572700；联系电话：
0898- 25536682；机构编码：000018469007001；业务范围
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
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东方营销服务部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陈书宝（身份证号：46002119680903063X）及配偶何萍
萍（身份证号码：429001198709043147）：

根据借款人陈书宝及配偶何萍萍与我行于2015年1月23
日 签 订 的《个 人 购 房 借 款 及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8150121512019），我行已按约向陈书宝提供贷款，鉴于陈书宝
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3的规定，且我
行已于2020年2月28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
款催收通知书》，你们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
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
债务：所有贷款本金￥264,597.98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
（利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
止至 2020 年 3 月 3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264,597.98
元，尚欠利息、罚息、复息合计￥7,269.38元；2020 年 3 月
4 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
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8150121512019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20年3月3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周怡（身份证号：460022197909233523）：

根据借款人周怡与我行于2016年12月22日签订的《个人
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8161222098008），我行已按
约向周怡提供贷款，鉴于周怡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
保合同》第40.1.3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20年2月28日向你正
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你们至今仍未还
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
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815,
833.4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
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 2020 年 3 月 3日，借
款人尚欠借款本金￥815,833.4 元，尚欠利息、罚息、复息合计
￥22,881.78元；2020 年 3 月 4 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
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
8161222098008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
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20年3月3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林志强（身份证号：460033198409183893）及配偶邢维
龄（身份证号码：460033198604043888）：

根据借款人林志强及配偶邢维龄与我行于2015年11月
18 日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8151030500100），我行已按约向林志强提供贷款，鉴于林志
强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3的规定，且
我行已于2020年2月28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
贷款催收通知书》，你们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
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
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263,119.83元及相应利息、罚
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
算方法：截止至 2020 年 3 月 3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
￥263,119.83 元，尚欠利息、罚息、复息合计￥8,850.69元；
2020 年 3 月 4 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
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8151030500100的
《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20年3月3日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杜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范先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詹永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杜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林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洛伐克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职务；

任命孙立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洛伐克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3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六稳”工作协调
机制，有效应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社
会平稳运行；确定支持交通运输、快递
等物流业纾解困难加快恢复发展的措
施；决定加大对地方财政支持，提高保
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能力。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更有针对性加大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力度，更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运行的
影响。要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外贸外

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作用，及时出台
有力有效的应对措施，增强内生动力，
努力保持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会议指出，推动交通运输、快递等
物流业加快复工复产，实现稳定发展，
既能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又能
畅通经济循环，满足民生需要。为此，
一要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引导相关企业
复工，取消不合理复工审批。协调保
障好复工所需的口罩等防疫物资。各
地要对邮政和各种所有制快递企业给
予一视同仁的通行便利，推动打破乡
村、社区“最后一公里”通行和投递障
碍，将智能投递设施等纳入城乡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范畴。二要阶段性加大
减税降费力度。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实
施去年底到期的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
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3月1
日至6月30日，免收进出口货物港口
建设费，将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
费等政府定价收费标准降低20%，取
消非油轮货船强制应急响应服务及收
费。6月底前，减半收取铁路保价、集
装箱延期使用、货车滞留等费用。降
低部分政府管理的机场服务保障环节
收费。对疫情防控期间执行应急运输
任务的交通运输、物流企业，属于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的，各级财政要给予补

偿。三要鼓励保险公司通过延长保险
期限、续保费用抵扣等方式，适当减免
疫情期间停运的营运车辆、船舶、飞机
保险费用。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期间，
对经营主体金融债务还本付息存在困
难的，引导金融机构给予延缓付息、本
金展期或续贷等支持。采取切实举措
使货车司机从免收通行费中受惠。鼓
励各地采取阶段性减免“份子钱”等措
施，帮助出租汽车司机渡过难关。尽
快出台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后续支持
保障政策。

会议指出，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
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保障群众切

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政府履
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会议
确定，一是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留用
比例。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
各省份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
5个百分点，新增留用约1100亿元资
金，全部留给县级使用。二是加快下
达转移支付资金，指导各地优先用于
疫情防控和“三保”支出按时足额支
付。有缺口的地区一律要调减其他项
目支出。三是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
出，除疫情防控需要外，严控新的增支
政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完善“六稳”工作协调机制
有效应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 3 月 2
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就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春季农业生产，推动各地分区分级恢
复春耕生产秩序，印发《当前春耕生产
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明确，要压实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把做好春耕生产工作作为责任制
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稳定在上年
水平。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
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
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

指南提出，各地要不失时机抓好
春季农业生产，夺取粮食和农业丰
收。一要确保春播粮食面积。落实好
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等政策，保护和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恢复双季稻面积，稳定早稻面积
并力争有所扩大。适当调整轮作休耕
试点，扩大轮作、减少休耕，轮作以种
植粮食作物为主。二要分级分类尽快
恢复春耕生产秩序。从农村实际出发，
制定差异化防控措施，不搞“一刀切”，
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
堵点。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策
略，尽快全面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确保
施肥打药、育秧泡田等农事活动正常开
展。中风险地区在采取必要防控措施

的同时，尽快有序恢复春耕生产秩序。
高风险地区在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
复春耕生产，组织农民错时下田、错峰
作业。湖北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做好
防控前提下组织农民开展春耕生产。
三要分区按时抓好春管春耕。南方早
稻产区指导农民适时浸种泡田、播种育
秧，大力推广集中育秧，确保种在适播
期。夏粮主产区做好麦田管理，因苗施
策，落实促弱控旺等措施。长江流域中

稻产区做好育秧准备，合理安排茬口，
适时播种育秧。东北西北地区做好春
耕备耕，及时下摆农资，检修调试机械，
适时开展春整地、春覆膜。各地要做好
春灌用水调度，加快完善灌排设施，保
障春灌用水。

指南强调，要保障春耕生产农资
供应，推动农资企业复工复产，提高开
工负荷，增加市场供应。推进农资到
村到户，建立“点对点”保供运输绿色
通道，尽早有序恢复门店营业。加强

农资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
资、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抓
好科学防灾减灾。加强农田水利建
设，推动春季农田水利工程和高标准
农田尽快复工建设。防范自然灾害，
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寒抗冻和防涝
抗旱准备。防控重大病虫害，加强小
麦条锈病和赤霉病监测防治，特别是
做好草地贪夜蛾分区防控。要创新方
法开展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开展在线
培训、指导、答疑，组织农技人员开展
必要的实地指导。帮助规模主体解决
生产用工难题，搞好土地流转合同签
订、续签等。组织好跨区机耕机播，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春播任务。在组织农
民工返岗复工和指导春耕生产中，把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为工作重点，对
贫困人口予以优先考虑。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

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要求，到2025年，建立健全环境治理
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
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
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
的积极性，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
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

《意见》明确，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要
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开展目标评价考
核，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
任体系，要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推进生产
服务绿色化，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公开环境治理
信息。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要强化社会监
督，发挥各类社会团体作用，提高公民环保素养。
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要完善监管体制，除国家
组织的重大活动外，各地不得因召开会议、论坛和
举办大型活动等原因，对企业采取停产、限产措施。

《意见》还就健全环境治理市场体系等提出了
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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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预拨2020年中央对地方
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申铖）记者3日
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预拨2020
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增强地方财
政保障能力。

通知附件显示，此次下达2020年中央对地方均
衡性转移支付预算700亿元，合计下达16032亿元。

财政部表示，各省级财政部门要抓紧分解下
达转移支付预算，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基层
财政部门要合理安排使用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资
金，在做好“三保”和重点领域支出保障的同时，重
点保障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管好用好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