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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和中国银保
监会海南监管局近日联合发布了《关
于做好2020—2021学年度校方责任
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校方责任险的保障范围
得到扩大，感染新冠肺炎导致身故保
障每生15万元。

此次校方责任险的增加附加险
保障范围为：在校责险投保期间，学

生在承保区域内感染《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
染病险或保险单载明的其他传染病
病种险。

感染以上病种（含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导致身故保障每生人
民币15万元，每所学校每次赔偿限额
人民币150万元，每所学校每学年赔
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感染以上病
种（含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的疫情防控费用为每校2万元。
保险费将从校方责任保险及其附

加无过失责任保险保费中支付。保险
期限与校责险期限一致，2019—2020
学年度从本《通知》下发后至2020年
8月31日。

《通知》明确，各市县所属学校（含
幼儿园）2020—2021学年度校责险
承保机构的选择继续由各市县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市县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在2020年8月
31日前通过政府采购规定的方式合
法选定承保机构，在2020年秋季开学
后一个月内完成各级各 类 学校
2020—2021 学年度校责险投保工
作，确保投保率达到100%。

省属中职学校及中学 2020—
2021学年度校责险承保机构由省教
育厅统一组织采购选定。省属民办
学校 2020—2021 学年度校责险保

费已列入省教育厅部门预算，校责
险承保机构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采
购选定。

为确保顺利开展校责险工作，省
教育厅、省财政厅、中国银保监会海南
监管局将联合组成校责险工作专项检
查组，每学年定期开展一次专项检查，
负责指导、监督、协调各省属高校、省
属中职学校、厅直属中学和市县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校责险工作。

我省扩大校方责任险保障范围
感染新冠肺炎导致身故保障每生15万元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习霁鸿）近日，海
口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海口市江东新区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对江东
新区的环境监督管理、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内容进
行了规定。社会各界可在2020年6月15日前通过
信函或电邮方式向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反馈意见。

《条例》提出，江东新区管理局应当加强海绵城
市建设理念，在重要生态节点设置雨水花园、透水广
场、屋顶花园、透水步道、生态树池等，强化海绵道路
设计，保留新区重要海绵体，降低城市内涝风险。

在生态保护方面，江东新区将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禁止在江东新区海域开采海砂。污染防治方
面，将实行机动车排放检验与强制维修制度，禁止
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海口市江东新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

江东新区海域拟禁采海砂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近日，一则“6月起，坐后排不系安全带将
被罚200元”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引发
不少车主关注。5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向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求证得知，该说法不准确，目前公安
部门并未就此出台新的规定。根据《海南省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对其他乘坐人员不系安
全带行为，可以罚款50元或警告处罚。

消息称，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小汽车
是导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车辆，而其中很
多事故都是由于未规范佩戴头盔或使用安全带。
因此，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署，自2020年6
月起，全国将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盔”
指的是头盔，“带”则是安全带），严查不戴头盔、不
系安全带的行为。

“这部分内容是真的。”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新
闻发言人周平虎表示，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
署，自6月1日起，海南将与全国同步开展“一盔
一带”劝导查纠活动。

6月1日起乘车坐后排
不系安全带罚200元？
海南交警：说法不实，上述行为罚款
50元或警告处罚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代龙超 陈俊谕）5月19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
备组）获悉，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以
来，该总队（筹备组）全力开展“毒品大堵
截专项行动”“2020全省禁毒断梢行
动”，扎实抓好各项禁毒措施落实落地。

截至5月7日，各级海岸警察部
门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9起，刑拘犯
罪嫌疑人96名，打掉贩毒团伙5个，
缴获各类毒品6.2公斤、摇头丸110
粒、“笑气”约1500升、抓获吸毒人员
55名。其中，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2起、省公安厅毒品目标案件1起，
破获毒品堵源截流案件2起。

省禁毒委动员部署会召开后，海
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按照省公安厅工
作要求，闻令而动，围绕“严打”“严堵”

“严管”“严收”工程，研究制定具体工
作措施，逐一明确阶段性目标、细化工
作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海岸警察支队
强化与省市（县）公安禁毒等警种、部
门和相邻省市公安机关的侦查协作。

在新一轮禁毒大会战中，海岸警
察总队（筹备组）结合警种职责，立足
职能，守好阵地，积极融入“三道防线
（岛外、海上、口岸），两个加强”查缉工
作体系，坚决封堵毒品入岛通道。

同时，各级海岸警察部门加大在
册吸毒人员收戒力度，突出流散社会
面吸毒人员管理和“隐性”吸毒人员排
查，加大排查力度，牵引带动了辖区社
会治安的稳控，辖区刑事案件同比下
降22%，侵财案件同比下降32%。

筑“三道防线”
斩断入岛贩毒通道
海南海岸警察已破获毒品案
49起，缴获毒品6.2公斤

本报三亚5月19日电（记者林
诗婷）5月19日是第10个“中国旅
游日”，围绕“2020中国旅游日 阳
光三亚GO”的主题，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联合三亚旅联、各涉旅行业协
会、旅游景区、酒店、旅行社，通过整
合淘宝、飞猪、优酷等线上资源，推
出三亚旅游产品特惠发布、淘宝明
星天团直播间带货等系列活动，推
出近百款惠民特色产品，进一步刺
激旅游消费水平提升。

日前，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结合市
场消费需求，积极引导三亚各大星级
酒店、旅游景区、涉旅机构等旅游企
业，推出多款特惠特色亲子类产品，
抢占亲子旅游市场，其中包括三亚美
高梅度假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C
秀、大白鲸·三亚海洋探索世界、三亚
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亚龙湾玫瑰
谷、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等景区酒店，
纷纷推出亲子游优惠套餐，多举措刺
激旅游消费。

同时，不少景区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联动推出特色促销活动。其
中，三亚天涯海角景区于日前上线

“一站式游览”体验产品，以观光游
览车为载体，串联起景区内特色站

点以及优质旅游资源，为家庭亲子
游、商务休闲游等提供个性化、专
属服务，并联动鹿回头风景区推出

“天涯海角门票+鹿回头门票”海
誓山盟优惠联票，激活城市全域旅
游资源；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推出 99元套餐票，为夜游三亚提
供新选择。

三亚滨海旅游资源丰富，一系列
玩海度假游产品以及海鲜餐饮套餐
也相继推出。其中，海南鸿洲海洋旅
游有限公司推出玩海之旅套餐，三亚

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推出了蜈
支洲岛15人内精品小团套餐等；旅
游餐饮方面，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联合
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组织火车头万
人海鲜广场等餐饮企业推出海鲜优
惠套餐，打造特色美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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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8日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18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
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0例。

截至5月18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69例，其中境外输入 1
例。现住院病例1例（境外输入），死亡病例6例，
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海口市39例、三
亚市55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例、琼海市6
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例、澄迈县9例、临高县
6例、昌江县7例、陵水县4例、定安县3例、保亭
县3例、乐东县2例、琼中县1例。

截至 5 月 18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78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81人，尚有102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供 求

遗失声明
三亚禾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0763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卓亚家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公司遗失佣金收据两本，编
号 HK： A0000651—HK:
A0000675； HK:A0000876—
HK:A0000900，已盖财务章，特
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集体土地所有证遗失声明
陵水县光坡镇妙景村八个经济合

作社遗失以下《集体土地所有证》，

证号：陵集有（光）字第00190号、

第 00191 号 、第 00196 号 、第

00197号、第 00198号、第 00199

号、第 00200号、第 00201号、第

00202 号 、第 00203 号 、第

00203C1 号、第 00203C2 号、第

00204号、第00205号、第00214

号、第00215号、第00216号，现声

明该批《集体土地所有证》作废。

光坡镇妙景村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经济合

作社

2020年5月18日

作废声明
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贸易发展公司

（注册号：20142103-9）、海南省国

营三江农场机关服务公司（注册号：

20142825-7）、海南省国营三江农

场饮料厂（注册号：20142355-2）、

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饮料厂综合商

店（注册号：90142858-1）、海南省

国营三江农场建筑工程公司物资供

应站（注册号：90142059-8）、海南

省国营三江农场供销公司江城营业

部（注册号：90142303-5）、海南省

国营三江糖厂（注册号：20142029-

8）、海南省国营三江糖厂贸易服务

部（注册号：90142922-6）、海南省

国营三江糖厂车队（注册号：

90142028-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一本，声明作废。

声明
本人名下位于琼海银海路北侧（瑞
海水城旁）的亚洲金苑项目截至目
前，并未对外有任何形式的出让或
销售。他人如以任何形式出让或
销售该项目房产的，概与本人无
关。声明人：颜嵩杰

2020年5月19日

通知
欧阳丹丹：
因您违反与我司于2019年12月3
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的逾
期未缴纳租金、物业服务费、水电
费的约定，给我司造成损失。我司
自即日起解除该合同，收回租赁
区，且我司保留进一步追究您法律
责任的权利。特此通知

海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关于地下车库等公共配套设施

移交的公告
全体业主：首先感谢你们选择“儋
州万国大都会”，由我司开发建设
的“儋州万国大都会”（一期）项目，
已完工并验收。根据规划报建方
案设计批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67408.89平方米，其中地下室面
积为20100.12平方米，该配套设
施产权为全体业主共有，移交物业
后供全体业主使用。特此公告！
儋州衍宏万国大都会商业有限公
司 2020年5月18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东方猪哥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代码91469007MA5RJEU70F向
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东方兰晟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9007MA5REFBT50向东
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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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信息
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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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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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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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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集体土地所有证遗失声明
陵水县光坡镇妙景村八个经济合
作社遗失以下《集体土地所有证》，
证号：陵集有（光）字第00009号、
第 00010 号 、第 00011 号 、第
00012C1 号、第 00044C1 号、第
00044C2 号、第 00044C3 号、第
00053号、第00055号、第00056
号、第00057号，现声明该批《集体
土地所有证》作废。 光坡镇妙景
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
六、第七、第八经济合作社

2020年5月18日
▲琼海市生态环境局工会委员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4616602, 特 此 声 明 作
废。
▲洋浦海畅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462000000074，声明作废。
▲颜养厚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
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现场编
号：D105,D105- 1，档案编号：
YZ548，YZ548-1，登记顺序号：
2779，声明作废。
▲颜嵩杰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
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现场编
号：D105,D105- 1，档案编号：
YZ548，YZ548-1，登记顺序号：
2779，声明作废。
▲海口盛丰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75436955XH，特此声明。
▲海南含元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00078660602X3，
声明作废。

▲符诗坚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小酸梅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0）第04390号，
声明作废。
▲海南正航实业有限公司因财务
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王若鹤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景业清水
湾3七期B45收据二张，编号分别
为 ：3002179( 金 额 500000 元)、
3002275（金额1600000元），现声
明作废。
▲儋州那大蓝伟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847497，声明作废。
▲海南海鱼兄弟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农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咏清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亚欠村
民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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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410008353804，
账号：267504051196。特此声明
作废。
▲澄迈瑞溪振德堂中西成药不慎
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证
号为:琼CBCM一15一086，特此
声明作废。
▲颜香社遗失坐落于锦山锦农贸
市场商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W2101662,特此声明。
▲ 孙 坚 维（ 身 份 证 号 码
411503199104158713）遗失河南
省医疗住院收费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 豫 财 410214，发 票 号 码:
0100591,金额:20287元,特此声
明。

▲陈国花遗失三亚市第一五交化
公司C栋401房的购房收据两张，
收据号为:0174731,金额:65000
元；收据号为:0075048，金额：
28784元，声明作废。
▲李先坚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红庄村民委员会僚家李村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1）第034987号，特此声明。
▲李先锐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红庄村民委员会僚家李村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1）第034988号，特此声明。
▲王宗创于2020年5月19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460028198504162
432，特此声明。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周诗航律
师于2020年5月18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为：14601201710724317，
流水号为：10716138，声明作废。
▲海南聚天人力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一枚，因日久损坏，声明作
废。
▲孙慧晶遗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 育 证 共 三 个 ，证 号 ：
20170013949、 20170013949、
20190001800，特此声明。
▲郑州康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中
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
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新校区
建设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一枚遗
失，声明作废。
▲ 王 珂 珂 （ 身 份 号 码 ：
411426198503066642）不慎遗失
户口迁移证，准迁证编号：琼
00378646，特此声明。
▲王巍峰遗失法律工作者执业
证，证号：32101011100405，声明
作废。

▲梁应俊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200198708155116，特
此声明。
▲三亚金森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王方雷于2020年5月遗失长春
工业大学毕业证，专业：电子信息
工程，证书编号：10190120150500
1486，特此声明。
▲文林清遗失塔吊指挥证，操作类
别：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初级），
证书编号：琼A032016000256，声
明作废。
▲保亭保诚陈记商行不慎将机构
信用代码证丢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号：G7046902900818970V，特此
声明作废。
▲三亚萨瓦迪卡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七贤郡景观园林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一枚公司公章，
声明作废。
▲梁水芳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00687517，特此声明。
▲王棠静不慎遗失琼儋渔81007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证号：（琼
儋）船登（权）（2018）HY-000053
号，现声明作废。
▲李如伟不慎遗失琼儋渔73236
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证书编
号：4690030191501，检验登记号：
469003019058，现特此声明作废。
▲罗先英、海洋遗失中南西海岸
A16-709号房购房收据1份，编
号：No130143571,金额：11846
元，声明作废。
▲李世敏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308250438，流水号:
4600052683，声明作废。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0604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 6月4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下述房产：海口市龙华路29号龙
华商城D幢2层205房，建筑面积
100.80m2，参考价 85.5 万元。竞
买保证金20万元，6月3日12时
前截止缴纳。标的即日起现场预
展。限购，过户税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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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法人印鉴作废公告
2020年4月16日我公司原法定代
表人方吉槟现变更为张媛媛。原
法人方吉槟印鉴作废,特此公告!

海南祺曜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报金江5月19日电（记者赵
优）只需68元，澄迈就成了你家后
花园：畅游景区、慢品咖啡、欢乐采
摘，全年任你刷脸游。为迎接第十
个中国旅游日，5月19日，由澄迈县
旅文局、澄迈县旅游协会推出的澄
迈旅游年票在澄迈首发。据悉，“澄
迈旅游年票”为实名制电子票，面向
海南省本地户籍居民销售，只需68

元即可全年刷脸品鉴澄迈。
据悉，售价为68元的澄迈旅游

年票包含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
镇文化馆5D影院、海南永庆文化
旅游景区、澄迈红树湾湿地公园、
福山咖啡（福山店）、侯臣咖啡文化
村（福山店）、水韵田园休闲农庄-
迈山咖啡、那年那故事936咖啡屋、
福丰咖啡、才存共享农庄、侯臣采

摘园，共3家景区、5家咖啡馆和2
家采摘园。其中澄迈福山咖啡文化
风情镇文化馆5D影院，年票有效期
内限使用6次；福山咖啡（福山店）、
侯臣咖啡文化村（福山店）、水韵田
园休闲农庄-迈山咖啡、那年那故事
936咖啡屋、福丰咖啡，年票有效期
内可在每家咖啡馆免费喝指定咖啡
3杯，共15杯；才存共享农庄、侯臣

采摘园，年票有效期内每家免3次
首道门票，不含采摘称重及其他付
费项目。每张年票在各合作网点每
天限使用一次。

澄迈县旅文局负责人表示，
澄迈旅游年票有效整合澄迈旅游
资源，形成旅游资源聚集合力，激
发海南人游澄迈、澄迈人游澄迈
的热情。

68元买年票，全年刷脸游澄迈
可全年畅游景区、慢品咖啡、欢乐采摘

三亚推出近百款惠民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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