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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农垦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公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农垦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招
聘工作人员，相关要求如下：

一、招聘人员数量；（一）摄影、摄像、视频剪辑1名；（二）新
媒体记者/编辑3名；以上岗位应聘者，须能吃苦耐劳，适应高强
度工作，有良好团队意识及较强的主动性、创造性、执行力，有2
年以上工作经验者优先。二、报名方式：应聘人员请于2020年3
月31日前，将个人简历和相关新闻作品发送至海南农垦报社邮
箱：543193628@qq.com，标题注明“应聘+职位”，符合条件者
由本报电话通知笔试、面试。联系人：宋女士、秦先生；联系电
话：0898-31664002、31665379。三、聘用及待遇：应聘人员经
录用后，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合格后，本报与其签订聘用合
同。聘用期间，将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规定
和本报聘用合同工的相关待遇执行。更多条件和
要求详见海南农垦报公众号（hnnkbs）。

海南农垦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3月17日 公众号

近日，四川省政府、山西省政府、甘肃省政府先后宣布四川

省理塘县、山西省浑源县、甘肃省天祝县正式退出贫困县行列，

至此，交通银行3个定点扶贫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中央发动精准扶贫攻坚战以来，交行认真落实相关战略

部署，坚持从贫困县实际出发，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以改

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贫困户收入为目标，积极发

挥金融专业优势，通过医疗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消费

扶贫、产业扶贫、党建扶贫等方式，不断加大扶贫工作力度，

帮助定点扶贫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目

标。其中，天祝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 33.8%降至2019年

末 0.07%；理塘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 38.1%降至 2019年

末0.85%；浑源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18.98%降至2019年

末0.4%。

自1994年受国务院委托定点帮扶甘肃永登县以来，交行

实施定点扶贫工作已有25年。期间，交行一直将定点扶贫工

作视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号工程”，累计投入扶贫捐赠资金近

2亿元，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1100余万元，帮助销售农产品近

3000万元，培训扶贫干部和技术人员超3000人。

下一步，交行将继续贯彻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

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要求，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探索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脱贫攻坚战圆

满收官。

交通银行3个定点扶贫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0-002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4月8日上午10时在儋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怡心花园D15栋沿街商铺二楼）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租
赁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4月7日止。
有意竞买者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4月7日下午17时止，前来

我公司了解标的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联系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序号

1

2

3

租赁
期限

2年

2年

2年

标的名称

儋州市那大镇人民中路富
达楼一楼铺面一、二、三
儋州市那大镇人民中路富
达楼一楼铺面四
儋州市那大镇人民中路富
达楼附楼一楼

面积

360m2

90m2

41m2

保留价
（月租金）
124元/
每平米
118元/
每平米
124元/
每平米

竞买保
证金(万元）

20

5

2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自然资告字〔2020〕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100-201637-C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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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
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
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三）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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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20年3月27日至2020年4月17日下

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
交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领
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
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17日下午17时前
（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
申请条件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4月17日下午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4月10日上午8:30。
（二）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4月20日上午11:00。
（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

17:30（工作日）。
（四）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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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
（一）该宗地块已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

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

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
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二) 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
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
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该宗地位于
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三）该地块安排用于新型生态环保建材产业项目建设使用。
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300万元/亩），税收不
低于180万元/公顷/年（12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7500万元/公
顷/年（500万元/亩/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该宗地在挂牌成交
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澄迈县工业
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
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
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四）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
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
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

（五）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
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设计施工的，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
有关管理规定。

（六）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9日

地块
编号

27100-
201637-C

位置

永发镇海屯高速公路
16公里处西侧

面积
(公顷)

9.459948

使用
年限

50年

用途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0.7
绿地率

≦20%
建筑
高度

≦40米（局部
地区≦70米）

建筑
密度

≦45%
起始价
(万元)

2945

保证金
(万元)

2945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海南省福利彩票2019年发行销售有关情况公告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现将海南省福利彩票2019年度发行销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元

彩票品种
双色球
七乐彩
3D游戏
快2游戏
中福在线
即开票

快乐三宝
合计

销售金额
279242906
1834888
12064332
90850020

475893564.99
20117628
4374410

884377748.99

中奖金额
97968724
2006693
6640534
62417808

295441663.22
10526935
3414212

478393964.22

弃奖金额
3790397
21754
66080
76488

14002
3968721

筹集公益金（含弃奖金额）
104317843
700663
4167953
18246492
104696584
4023526
926388

237079449

海南福利彩票“3D”游戏奖池资金余额为35.79万元,调节基金余额为220.52万元；全国联销统一派奖的“双色球”、“七乐彩”、“中福在
线”奖池余额和调节基金余额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并公告。特此公告

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3月18日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罗佳

远处南山草木葳蕤，路旁三角
梅绽放如初，但三亚市崖州区南山
村村民们心情却十分悲痛，许多人
刚得知了南山派出所民警石关云病
逝的噩耗。

“我昨天得知这个消息时万分悲
痛，想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却因事赶不
回来。今天很多村民都关心询问‘老
石头’是怎么走的。”3月18日，南山村
椰子园村民小组村民苏家平说，“老石
头”是附近村民对石关云的“昵称”。

3月15日，石关云因工作过度劳
累，病倒在工作岗位上。17日8时25
分，因抢救无效，石关云的生命定格在
了48岁的春天。正直、认真、“热心肠”，
是同事、辖区村民对他最多的评价。

主动加班
病倒牺牲在岗位上

南山派出所石关云的值班宿舍，

还保持着他最后一次值班时的样子，
一张床、一大一小两把椅子、两个柜子
和一张书桌，显得干净简洁。

书桌的草稿本上，记着不知石关
云何时写下的句子：“太累了，只想睡
一下……”

石关云确实太累了。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南山派出所全体民警、辅
警取消休假，全员在岗，石关云也不例
外，他经常主动加班完成更多任务。

“石关云曾患有癌症，后病情有所
好转。考虑到这点，所里希望让他在
疫期负责内勤工作，减少与外来人员
接触。但石关云坚决不同意，他表示
所里警力那么紧张，作为预备党员，他
不能在这时候当逃兵。”南山派出所所
长林学山介绍。

3月15日早晨，结束值班的石关
云本可以回去休息，但当时所里接到
上级布置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便主动
留下来加班，去辖区的村子排查。

15日中午，石关云完成排查工作
后回到派出所，却一下子昏厥，倒在了

楼梯上。林学山立即将石关云送往南
山景区救护站，随后转到三亚市区医
院。医院经过2天的抢救，还是没能挽
回他的生命。

恪尽职守
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从警26年，石关云的经历很丰
富，曾在特警队、监所、基层派出所任
职。“石关云是所里的老民警了，但面
对每一次安排的任务，他都认真对待，
主动担当。”林学山说。

“石哥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是
在3月13日18时54分。”打开手机，
南山派出所民警何玉文还保存着与石
关云最后一次通话记录。“当时他应该
是要下班了，但他排查到一个可疑线
索，就让我一块过去核查。”何玉文说。

3月13日中午，石关云带着队员
下村去巡逻，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线索，一直忙到下午六七点。“到夜里
12点，我的宿舍门突然被敲响，打开
门一看，原来是石哥在外面。”何玉文
说，石关云放心不下下午的线索排查
情况，于是深夜来找他核对当天的排

查是否有遗漏。
去年，石关云曾带领一名民警到

市区执行任务，每两天换一次班。“蹲
守了两个多月，每次两天两夜不能离
开，最终出色完成了任务，没叫一声
苦。”林学山回忆。

石关云对警察工作的热爱，影响
到了儿子石光昊。“儿子高考报志愿
时，他还向我们咨询，说他儿子也想当
警察，上什么警校好。”林学山说，后
来，石光昊考上了江西警察学院，目前
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爸爸，我会更加努力，向你看齐，
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石光
昊悲痛地说。

警民情深，
和群众打成一片

在椰子园村民小组的路旁，摆放
着一张老旧的圆桌，还有几张磨得掉
色的椅子。“‘老石头’以前常常坐在这
里和我们聊天，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
说走就走了呢？”言语间，椰子园村民
小组副组长林亚发难掩悲伤。

林亚发还说，附近村子的人几乎

都认识石关云，因为他姓石，面相有点
老，再加上办事认真、执着，慢慢地群
众就叫他“老石头”。“因为他与村民处
得好，村民们都服他，有时候村里有些
土地纠纷、琐事争吵，都爱请他来调
解。”林亚发说。

南山派出所辅警林洲对2019年
8月24日的事情印象深刻。当天20
时许，接报称有位老人躺在南山寺门
口的石凳上不肯离去，石关云立即带
着林洲和另一位同事赶去现场。

“我们到现场后，老人一开始不肯
听劝离去，一直在景区内闲逛。于是
我们三个人就一直跟着老人进行劝
说，跟了快两个小时，老人才同意跟我
们走。”林洲说，石关云得知老人在此
地无亲无故又不会使用手机，便驾车
将老人送至附近的宾馆安顿下来，随
后对接家属，请他们放心。

今天，“老石头”已经离我们而去，
但2018年底一位福建籍游客赠予他
的锦旗还放在南山派出所内，上面所
写的“忠于职守，为民解忧”是他从警
生涯的最好总结，也是对所里其他同
事一种鼓舞与激励。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

三亚民警石关云26年如一日忠于职守、为民服务，因过度劳累牺牲在岗位上

热心肠的“老石头”走了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疫期已累计调运蔬菜600多吨

临高菜价稳中有降
本报临城3月18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菲菲）临高县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
农产品充足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3月18日上
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临高县城多家农贸市场了
解到，活禽交易正逐步有序开放，肉类蔬菜供应充
足，且种类多样、价格稳中有降。

据了解，临高县严格落实价格监测每日上报
制度，积极推进菜篮子工程基地建设，现已完成
14个常年蔬菜基地建设，自疫情发生以来累计调
运蔬菜600多吨，已下单65吨冻猪肉投放市场。
同时，临高县共建设两个“菜篮子”生鲜平价超市，
两个生鲜蔬菜平价专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省妇联联合南海网
组织大型线上招聘活动
约450家企业提供5600余个岗位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刘
晓晖）3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妇联了解到，
截至目前，“巾帼风采 职等你来”2020年海南女
性大型线上招聘活动邀约省内近450家企业参
与，提供56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200余名女性
求职者参与线上招聘。

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主办方省妇联及海
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广大用人单位和
女性求职者搭建了高效便捷的线上招聘求职对
接平台，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让女性求
职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丰富的就业岗位信息并
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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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
月 18 日讯 （记
者侯赛）连日来，
我省各行各业有
序复工复产，不
少滞留在鄂的在
琼务工人员也开
始陆续返琼。如
何帮助这部分人
做好返琼工作？
3月 18日，海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
对《关于有序做
好我省滞留在鄂
人员返琼的通
知》作出相关问
题解答。

滞留在鄂人员如何返琼？权威解答来了
仅限包机、包车或自驾，须点对点直达

省旅文厅与众信旅游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助推海南旅游加速融入全球市场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艺娜）为深入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日
前，省旅文厅与众信旅游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总部经济、文旅融合创新、入境入岛旅
游、产业投资基金、境内外宣传推广和目的地市场
营销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

据悉，省旅文厅与众信旅游集团将发挥各自
优势和专长，按照全方位、多层次、分步骤推进的
原则开展全面合作。

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在海南省成
立“文体旅产业融合”业务板块国际总部，推动海
南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协助海南引进国际
游客；加强“高尔夫球+旅游”发展的合作；共同开
展境内外目的地形象宣传和旅游市场营销；参与
发展邮轮产业和增加国际航班，支持海南建设邮
轮母港和航空枢纽港等。

据介绍，众信旅游集团主要从事出境游批
发、零售业务，以及商务会奖业务，业务目的地
覆盖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全球主要目的地国家
和地区。2019年，众信旅游集团入选中国旅游
集团前2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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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适用于哪些人？

答：14天内有湖北（不含武汉）旅居史的人员，包括滞留在湖北的在琼务工人员及家
属，不受籍贯限制。

是否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返琼，中途是否可以住酒店？

答：不能。仅限包机、包车或自驾3种方式，从出发点到家或单位（点对点）直接抵达（一站式）。

我在湖北申请的海南健康码是红码，是否影响返琼？

答：不影响。返琼人员凭出发地健康监测证明（或离鄂通行证明）、身份证，通过包机、
包车或自驾3种方式，人证相符、体温检测正常，并扫“海南健康一码通”专属码领取或激
活海南健康码（按黄码管理）进入系统如实填写抵琼健康登记后，即可入琼。

3月11日返琼后集中隔离的人员还需要继续集中隔离吗？

答：无身体异常的不需要。3月11日及以后返琼被集中隔离的人员向所在单位、企业
或村（居）委会报备登记同意接收后，转为居家隔离至14天满。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
由接收单位组织隔离。转为居家隔离人员按要求转为黄码管理。3月11日前返琼人员继
续集中隔离至14天满。

海南省是否有包车或包机赴湖北接返琼人员？

答：可咨询出具接收证明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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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湖北包车返琼后，司机来琼和返鄂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答：报目的地所在单位、企业或村（居）委会同意后出具《海南省在鄂返琼人员接收
证明》，向出发地县级指挥部申请离鄂通行证明或健康监测证明以及特殊任务司机证明
（注明任务情况、行程和有效期）。抵达目的地后，司机需与接收单位、企业或村（居）委
会指定联系人做好人员交接。接收人在特殊任务司机证明上签字或盖章，注明交接完
成时间和接收人联系方式。司机不得逗留，立即返程。返程时关口查验离鄂通行证明
或健康监测证明、身份证以及特殊任务司机证明，人证相符、体温监测正常放行，不受海
南健康码限制。

随行家属的《海南省在鄂返琼人员接收证明》可否由我的单位开具？

答：可以，但要分开开具，备注您的姓名和与您的关系。若单位不能为随行家属开具
证明的，由居住地所在村（居）委会开具。

我是个体经营户，谁来开具《海南省在鄂返琼人员接收证明》？

答：所在村（居）委会。

在哪里可以下载《海南省在鄂返琼人员接收证明》表格？

答：网上搜索海南日报《最新通知！在鄂返琼人员安全有序抵达后应立即登记并居家
隔离14天》。详情可咨询海南0898-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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