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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月 3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黄金）6月3日是虎门销烟
纪念日，当天上午，省公安厅、省禁毒
办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口焚
烧发电厂联合举行2020年集中销毁
毒品仪式，集中销毁我省公安机关缴
获并已结案的各类毒品1.725吨。

此次集中销毁的10余种毒品总重
量1.725吨。其中海洛因21.89公斤、
甲基苯丙胺30.32公斤、氯胺酮61.38
公斤、神仙水0.71公斤、麻古0.07公斤、
摇头丸5.17公斤、开心果18.73公斤、
肖甲安定0.04公斤、美沙酮66.25公
斤、大麻1.77公斤，其它毒品（主要为
精麻药品和毒品填充物）1519.12公
斤。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此次毒品
销毁采用了无害化处理方式。

“绝不姑息，毒品一日不绝，禁毒工
作一日不止。”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省禁
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181年前的今天，
禁毒英雄林则徐在虎门进行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销烟运动，让国人看清了毒
品的本质，唤醒了国民爱国意识。在

“6·3”虎门销烟纪念日集中销毁近年
来缴获已结案的各类毒品，表明了我
省对毒品“零容忍”，以及坚决守好禁

毒底线，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决心，意义重大。

据介绍，今年是全省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开局之年，为实现
大会战总目标并巩固海南毒品治理
工作战果，省禁毒委部署开展了
2020年“毒品大堵截”“断梢行动”专
项攻坚行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
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战果显
著。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
案件152起，其中部级毒品目标案件
2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8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330名，收戒吸毒人员108
名，缴获各类毒品3.68公斤，另缴获

“笑气”、大麻电子烟等成瘾物质
872.56公斤,有力地打击了毒品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遏制了毒品问
题蔓延的态势。

省人民检察院、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工作人员全程监督销毁过程。

海南销毁1.725吨毒品
采用无害化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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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2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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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院病例1例，5月29日出院转集中点隔离，5月30
日因复查咽拭子核酸阳性转医院住院隔离。死亡
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

截至6月2日24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800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733人，尚有67人正在接受
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2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5例，其中解除隔离31例，尚在
医学观察4例(3例湖北输入,1例浙江输入)。35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7例、三亚市21例、东
方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琼海市1例、
乐东县1例（原三亚市报告病例，按现住址归属乐
东县）、定安县1例；28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输入
（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掀起禁毒新高潮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 告
经海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第六届会员

代表大会一致表决通过:余慧勤同志担任海

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第六届会长职务。吴

厚昆同志任海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终身荣

誉会长。曹明同志任海南省民营企业家协

会第六届监事长职务。

海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

2020年6月4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华为4G LTE基站

进行版本升级操作。届时，割接地区的 4G 手机通信业务使用

将受短时1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06月11日0:00－6:00，对华为4G LTE区域

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昌江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共计2118个LTE基站进行版本升级

操作。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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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六月一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4G基站进行版

本升级操作。届时，割接地区的 4G 手机通信业务使用会受短

时 2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6月10日0:00－4:00，对中兴区域海口市、琼

海市、文昌市和定安县共3326套 4G基站进行版本升级操

作。升级期间业务会受影响，每个基站会短暂中断20分钟。

◆2020年6月11日0:00－4:00，对中兴区域陵水黎族

自治县、三亚市、三沙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屯昌县、澄迈

市、万宁市、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

县、儋州市、东方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共2596套4G基站进

行版本升级操作。升级期间业务会受影响，每个基站会短暂

中断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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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六月四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6月5日

00:00-06:00对彩铃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将短时影响

volte手机彩铃播放（可以听到系统默认铃音）。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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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4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我委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员

取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相关法律

的规定，我委现对谭玉勇的非法行医违法行为及卫生行政处罚信息

进行公告送达如下：

谭玉勇，男，身份证号：612422198502014819，经查，2019年11

月20日你非医师行医的行为。本行政机关已于2020年5月28日做

出海龙卫医罚{2019}46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海口市龙华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

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行政机关联系地址：海口市金园路龙华金园办公区五楼512房。

联系人：冯月兵，电话：66510172。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 6月4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我委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员
取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相关法律
的规定，我委现对海口龙华德鹏足浴服务中心（经营者：李鹏德）的非
法行医违法行为及卫生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告送达如下：

海口龙华德鹏足浴服务中心（经营者：李鹏德，男，身份证号：
612401198506254236）经查，2019年 11月20日你（单位）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本行政机关已于
2020年5月29日做出海龙卫医罚{2019}45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海口市龙华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
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行政机关联系地址：海口市金园路龙华金园办公区五楼512房。
联系人：冯月兵，电话：66510172。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 6月4日

招标公告
我行拟采用公开方式选取代理机构和工程监理单位，现

公开邀请有资质、信誉好、有类似项目经验的代理机构和工

程监理单位参加招投标活动。有意向的单位请于2020年

6月4日9:00时至2020年6月10日17:00时之前带上企业

介绍信（附营业执照副本或三证合一证件、资质证书、法定代

表人证明、法人身份证、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招标代理项目

负责人职称证书、总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至我行报名，经审核后，方可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

0898-68552018石经理，地址：国贸路65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0年6月4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00616期）

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定于2020年6月16

日上午10点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琼AL1112帕萨特、琼A18156金杯

等10辆旧机动车（资料备索），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5万元/整

体。展示时间：2020年6月10-15日；展示地点：海口市港澳开发区

翠亨路中行库房；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6月15日17:00；报名地

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

室。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整体优先；2、成交后按

现状交付车辆，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车辆所有违章年检罚款

及过户所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3、竞买人应具备《海南省小客

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4、

买受人须在车辆移交后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0年6月15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

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46001003536053001593，带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详情请查看微信公众号：

hngypm。联系电话：（0898）68539322，18976435423。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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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
价，成交价不得低于出让底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20年6
月11日至2020年7月3日17:00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出让
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20年6月
11日上午8:30时至 2020年7月3日下午17:00。（以竞买保证
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必须按照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保证金存入五指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入账为准）。竞买成交后，竞
得人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开户单位：五指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户银行：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银行账号：1013544976900099；竞买成交后，竞得人的竞买保
证金转作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的定金，并可抵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在 2020年7月3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
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年 6月 27日

8:30时；截止时间：2020年7月7日10:0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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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事项：（一）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按正常工作时间（上
午8:3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
日除外。（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牌出让
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有关规定缴纳有关税
费。(五) 该地块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土地权利清晰；不存
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
已完成土地评估，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无法律经济纠
纷。（六）竞得人竞得后，在挂牌现场会当即签订《成交确认书》
和《海南省五指山市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七）该地
块投资强度为250万/亩、年度产值为200万/亩、年度税收为8
万元/亩。上述内容将纳入《海南省五指山市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竞得人须落实《准入协议》履约要求并按照约定
的指标开发建设，对违反《准入协议》约定的将追究违约责任。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15108960411 13398975899；联 系 人：林先生

蒙先生；联系地址：五指山市沿河东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中国土地市场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4日

地块编号
WZSJS-2020-50

土地位置
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南侧

用地面积（平方米）
1144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1.8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20米（最高层数6层）

出让年限
40年

保证金
301.51万元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五自规告字〔2020〕3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编号为WZSJS-2020-50号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挂牌出让委托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2020年5月9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公告》（三自然资告字〔2020〕17号）在《海南日报》、《三亚日报》、
中国土地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了
中心城区控规HP03-04-02-02地块的挂牌出让公告。按照公
告规定该宗地定于2020年6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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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
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精神，因涉及部分规划因素
调整，公告期内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现终止上述该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出让时间另行安排。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3日

本报讯（记者孙慧 郭萃 特约记
者刘伟 通讯员杨洲）省住建厅近日将
住建部下发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
管理监督局关于转发〈成都市城市管理
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
发展举措〉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下发至各个市县，要求按照《通知》的
相关规定，结合各市县的实际情况，落
实关于临时占道经营的具体举措。

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发布消息

称，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
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
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
加积极作用。

响应该政策号召，我省也发布通
知要求允许各市县结合实际情况，落
实临时占道经营的具体举措。各市县
将陆续落实该政策。6月1日，海口市

琼山区推出刺激城市消费助力经济发
展的十项服务举措，其中就包括允许
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
铺店外宣传促销、支持开办临时便民
市场、鼓励支持发展夜经济等举措。
海口市龙华区从6月1日晚开始在世
贸南路、秀垦路、滨贸路等路段试点启
动“小店经济”和“地摊经济”。海口市
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相关街道
对试点出店占道经营的市场主体进行

全方位的指导。海口市世贸南路的烧
烤小吃街商家可在不影响交通、不占
用盲道、不扰乱城市环境秩序的情况
下，出店摆摊经营。

针对商家试点出店经营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环境卫生、噪音扰民、道路交
通等问题，海口市龙华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实施“红
黄绿”三单管理办法，将为所有允许占
道经营的商户发放绿单，引导其规范

摆摊经营；对落实要求不到位的商户，
根据实际情况和违规次数发放黄单进
行教育提醒或发放红单要求整改。若
屡次整改不到位，则对商家的诚信经
营问题进行通报，并严格按规定进行
处罚。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市
县城市管理职能部门要因地制宜，研
究制定本地占道经营的管理方案，探
索城市治理转型发展。

我省允许城区临时占道摆摊经营
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因地制宜制定管理方案

海南签发首笔商业性养鸽保险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何方远）养鸽也

可以投保险了。近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为
海口市胜吉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的4万羽鸽子，
提供200万元的保险经济保障，保费12万元由该
社全额承担，这是海南签发的首笔商业性养鸽保
险的保单。

海口胜吉养殖专业合作社老板麦才兴是回乡
创业的大学生。去年，他的养鸽场年产值达到
500万元，解决村里七户农民，其中有2户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就业问题，被海口市龙华区评为乡
村振兴优秀人才二等奖。

我省启动“禁毒宣传月”活动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符永

甘 逄金霞）6月3日上午，“2020年全省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司法厅举行。

据了解，省戒毒管理局将结合禁毒宣传月“健
康人生 绿色无毒”主题和“6·26”国际禁毒日，依托

“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平台，立体式、全景式、多方位
展示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在禁毒三年大会战“严收”工
程中取得的“战果”、贯彻全国统一司法行政戒毒模
式和应用戒毒新技术新方法中取得的新成果，大力
宣传戒毒系统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的典型
人物和感人事迹，将禁毒宣传月活动推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