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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纪委监委面向全省公开
招聘所属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结合

工作需要，海南省纪委监委决定面向全省公开招聘11名所属

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有意者请登录海南廉政网、海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等网站了解公告。本次公开招聘采取网

上报名方式，不接受现场报名和邮寄报名。报名时间自2020

年4月7日起至4月13日止。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海南省纪委

监委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898-65220962。

海南省纪委监委

2020年3月31日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李家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李家富达成的债权转
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海南陵水海发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李家富。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抵押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家富履行债权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资产
名称

海南陵
水海发
农业开
发有限
公司

本金

2，000，000.00

利息

4,130,900.00

本息合计

6,130,900.00

借款合同名称、编
号（或签订日期）
1999 年 12 月 30
日《抵押担保借款
合同》及《抵押担
保借款合同补充
协议》借款200万

抵押人

陵水绿
根农业
开发有
限公司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拟对被执
行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一
街1号中弘西岸首府2#楼A单元503房(证号:HK431309)、6#楼A单
元 1501 房 ( 证 号:HK385690)、负 一 层 S187 号 车 位 ( 证 号:
HK422909)、负一层S222号车位(证号: HK422639)、负一层S223号
车位(证号: HK422638)、负一层S225号车位(证号: HK422637)、负一
层 S273 号车位 (证号: HK422815)、负一层 S308 号车位 (证号:
422556)、负一层S330号车位(证号:HK422584)、负一层S333号车位
(证号: H422582)、负一层 S350 号车位(证号:HK422576)、负一层
S353 号 车 位 ( 证 号: HK422671)、负 一 层 S355 号 车 位 ( 证 号:
HK422670)、负一层S363号车位(证号:422663)、负一层S085号车位
(证号: HK422606)、负一层S091号车位(证号: H422612)、负一层
S092号车位(证号:HK422613)、负一层S169号车位(证号: H429252
负一层 S173 号车位(证号: H422)2 负一层 S252 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610号)、负一层S237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573号)、负一层S255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604号)、负一层S239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558号)、负一层S238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525号)、负一层S250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601号)、负一层S251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608号)、负一层S256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603号)、负一层S258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578号)、负一层S259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574号)、负一层S253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605号)、负一层S257号车位(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0589号)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
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
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十日

(2019)琼01执1070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空港环路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演丰镇范围内，项

目用地总面积为157948.6平方米（约合236.92亩）。项目涉及灵山

镇锦丰村委会春内、锦堂村民小组，灵山镇福玉村委会福玉九村民小

组，灵山镇仲恺村委会东排村民小组；演丰镇群庄村委会多侃、后坡、

林香、迈聘、茂山、下园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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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所属镇国土所

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冯先生:13807632680
演丰镇刘先生:15120669550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3月31日

迁坟通告
灵桂路二期市政化改造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

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7244.9平方米（约合10.87亩）。项目涉及灵

山镇红丰村委会儒杨、多吕、儒堂村民小组，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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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

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冯先生:13807632680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3月31日

迁坟通告

桂江大道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

总面积为45749.53平方米（约合68.62亩）。项目涉及灵山镇锦丰村

委会春内、锦堂村民小组，灵山镇福玉村委会福玉二、福玉三村民小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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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

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冯先生:13807632680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3月31日

迁坟通告
顺达路（灵桂大道二期至桂江大道段）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19010.54平方米（约合28.52

亩）。项目涉及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村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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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冯先生:13807632680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3月31日

迁坟通告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漠）为贯彻落实
省委决策部署，3月28日上午，昌江
黎族自治县在石碌镇水头村椰子村
民小组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
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以下简称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在全县范
围内掀起行动新热潮。

当天上午，该县县直机关单位
和石碌镇党员干部来到椰子村，
跟水头村党员干部及群众一起投
入到“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中。
大家拿起扫帚等工具，认真清扫
白色垃圾及落叶，铲除树林周边
丛生的杂草，把长期无人清理的
杂物等垃圾运走。大家通过此次
集中清扫，进一步改善了水头村

环境卫生状况。
据悉，为了营造良好的人居环

境，昌江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充分利
用每周六的“双创双休日”，发动党员
干部群众共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推
动“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常态化制
度化。同时昌江对村庄休闲绿地进
行改造升级，推动城乡环境卫生面貌
焕然一新。

此外，昌江通过领导班子带头发
动的方式，动员全县123个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86个村社区和8个乡镇
同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着
力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形成全
民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的良好局面，为
当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海南自贸
港建设营造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日前，省
市场监督局、省卫健委、省文明办联
合人民网科普频道，对社会各界支持
餐饮复工情况开展问卷调查，约20
万名参与者中，有95%的调查参与者
认为开放堂食的餐厅应配备公筷、
公勺。

该项问卷调查以“餐饮复工进
行时，你下馆子了吗？”为题面向社
会开展，是省市场监督局、省卫健

委、省文明办自去年12月启动“公
筷行动”，在全省各餐饮合餐场所
推广使用公筷、公勺，助推社会文
明大行动深入开展的又一具体举
措。

据统计，约有20万人参与此次
问卷调查。其中，有70%的消费者已
经或者打算外出用餐，有95%的消费
者认为餐厅应该配备公筷、公勺，有
32%的消费者认为公筷、公勺应有统

一标准，还有近80%的消费者表示如
果餐厅配备了公筷、公勺，则更愿意
选择在此就餐。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目前
“公筷行动”的推广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主动
提供公筷、公勺，并引导消费者使
用，餐饮合餐场所提供公筷、公勺更
有利于促进餐饮复业。有消费者表
示，通过这次抗击疫情，大家的公共

卫生意识和文明用餐习惯都得到了
培养，如今自己不仅会主动使用公
筷、公勺，还会提醒同桌用餐者也使
用公筷、公勺。

“同时，我们也对在家庭用餐中
使用公筷、公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虽然疫情发生后，有27%
的人群在家里开始使用公筷、公勺，
但仍有48%的人群认为在家里使用
公筷、公勺没有必要。”省市场监督

局相关负责人提示，根据省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发布的公众个人卫生
指引，用餐要提倡“分餐制”和使用
公筷、公勺，避免交叉感染；钟南山
院士等专家常呼吁在家庭中也要使
用公筷、公勺。“此举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尤为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正
确使用公筷、公勺，养成文明用餐的
习惯，一起打好这场‘舌尖上的防疫
战’。”该负责人说。

我省“公筷行动”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九成消费者认为堂食餐厅应配备公筷

洋浦着力创建“无毒开发区”
重点打击毒品源头和涉毒团伙

本报洋浦3月3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智）洋浦经济开发区今年围绕
创建“无毒开发区”，坚持打早打小，在打源头、打
团伙上下功夫，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为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好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
30日从洋浦公安局获悉的。

2019年以来，洋浦持续深入开展“春雷”行
动、“夏秋攻势”、“毒品大堵截”等专项行动，共破
获贩毒案件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贩毒团
伙3个，缴获毒品19.591克，侦破省级目标案件1
宗，有效遏制毒品渗透蔓延。

今年，洋浦经济开发区禁毒委将紧盯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总体工作目标，深入推进“毒品
大堵截”专项行动，全面实行辖区海岸线管控“双岸
长制”，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切实筑牢沿海港
口岸线全线“堵源截流”禁毒屏障。

临高去年民生事业投入超50亿元
占全县财政支出的87.94%

本报临城3月30日电（记者张惠宁 特约记
者刘彬宇）海南日报记者从3月30日召开的临高
县委十三届九次全体会议上获悉，临高县持续改
善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2019年，全县共投入50.19亿元用于
民生事业，占全县财政支出的87.94%。

2019年，临高投入1.45亿元建设博文学校，
投入5666万元建设7所公办幼儿园，完成14个

“全面改薄”教育项目。记者从临高县教育局了
解到，博文学校将于今年秋季开始招生，届时将彻
底解决临高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

医疗卫生方面，临高不断加大投入，去年完成
临高县中医院改扩建、临高县疾控中心整体搬迁，
投入1.38亿元启动临高县医院内科住院大楼、临
高县中医院康复楼建设，投入9518万元推动乡镇
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为153个村卫生室配备村医，
推进“县属乡用、乡属村用”人才激励机制，让好医
生安心扎根基层，全县医疗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去年，临高还推进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建设，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基本住房需
求。全面落实就业政策，城镇新增就业4649人，
转移富余劳动力3345人。

昌江掀起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新热潮

3月28日上午，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组织志愿者，在
洋浦三都区南滩村新基村民小组参加“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

洋浦：

清洁环境 守护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