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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2015)海南一中刑再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2016)

琼9021执13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82条和《土地登记规划》第69条的规定，现决定作

废鸿扬实业定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定

国用(2000) 字第216号及因遗失补发登记的定国用(2005) 字

第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述两份证书不再具备法律效力。

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0日

作废土地证书通告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20年7
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具体实施办法
公告如下：

一、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1,326,419,5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20元(含税)。
二、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4日
2.除 息 日：2020年7月27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9年7月2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1.法人股东凭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人授权书（注明红利转账的股东开户行及账号）、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权证，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
理红利转账手续。2.自然人股东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委托办理还需委
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权证、股东本人的中国银行有效账号，到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红利转账手续。公司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自然人股东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3.已办理《派发红
利委托书》的股东，公司将红利直接划入股东指定的账户，请股东注意
查收。未办理《派发红利委托书》的股东，按照自愿的原则，法人股东凭
派发红利委托书（法人或委托人签字、盖公章）、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股权证到公司
办理；自然人股东本人凭身份证原件、股权证和中国银行有效账号到公
司办理。4.红利派发时间：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10月30日（周
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00-4:30）,节假日除外。逾期未
办理的，留存下年度派发红利时一起领取。

五、咨询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华能

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金贸西路与丘海大道交界处）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真：0898-68520728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受招商人委托拟对南岸春语花园项目房屋销售代理进行公开招
商，现邀请国内具体相应资格条件的意向单位参与招商。1.招商项目
概况：项目位于徐闻县海安工业园中心大道西侧，土地面积为45752.3
㎡，合计约68.7亩；容积率3.0；总建筑面积约18.06万㎡，其中：计容建
筑面积约13.7万㎡；住宅总户数1507户，停车位约878个（地下846
个）。项目拟分两期进行开发。其中：一期用地面积约为23440.24
㎡，建筑面积约84258.25㎡；二期用地面积约为22312.06㎡，建筑面
积约96375.61㎡。2.比选方式：向社会公开招商，由符合条件的参选
人提交项目技术文件和商务文件，由招商代理机构组织评审会进行综
合评分，依据得分高低推荐3-5名候选单位供招商人母公司决策选择
最终合作的南岸春语花园项目房屋销售代理单位。3.参选人资格要
求：3.1（1）在国内依法注册登记并有效存续的内资企业，且具有房地
产开发或房地产销售代理资格，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0年至今任意一
个季度的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3）具有
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2020年至今任意
一个季度的缴纳税收及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4）交纳比选
保证金证明；（5）参加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提供声明函）；（6）正在代理销售或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
累计不少于20万平方米；（7）承诺完全接受本《招商文件》中所有规定
和要求。3.2比选时必须提交以上相关证明资料。3.3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体报名。4.招商文件销售及报名起止时间：2020年7月23日9
时00分至2020年8月3日17时30分（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5.报名地点：海口市琼山区文坛路2号海南工商学院教工宿舍
19栋二单元1605室。6.联系方式：

招商人：徐闻德城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小姐 联系电话：13907570318
招商代理机构：海南子才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0898-65329594

海南子才招标代理有限公司2020年7月23日

招商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关于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的公告
2020年第30号

海南沐通木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MA5TBKF026，法
定代表人许磊)：

我局于2020年6月12日对你公司进行立案检查，由于你公司不
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相关涉税文书《税
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三稽检通一〔2020〕30号）无法送达，现将该文
书内容公告如下，请你公司看到公告后及时与检查人员联系，配合检
查。《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陈继群、唐长久、王学年、刘成等人，自
2020年6月24日起对你（单位）2019年8月13日至2020年3月31
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
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有关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
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20年7月23日
办公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600号8楼
联系人：陈先生、唐先生；联系电话：0898-8824059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长流
六期A区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长流六期A区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步区，项
目于2018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拟变更内容为将1#楼二层商务办
公用房局部调整为电梯厅通道，2#楼电梯调整为高低区停靠，不涉
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改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23日至
8月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
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泉海鲜酒
楼改扩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龙泉海鲜酒楼改扩建项目位于琼山区府城镇龙昆南路。项目于
2020年2月通过方案审查，批建内容为1栋地上4-24层，地下2层商住
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建筑规模、层数及单体平面功能进行调整，并增加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227.76m2。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
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
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23日至8月5日）。2、公
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
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3日

因省道S306进行桥梁、涵洞及路基加宽施工的需要，为确

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

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20年7月28日至2021年2月12日

二、管制路段
S306和调线K12+000至K15+600段、K20+000至K21+

200段。

三、管制方式
管制期间，对 S306 和调线 K12+000 至 K15+600 段、

K20+000至K21+200段采取全幅封闭的管制措施，来往车辆

绕行线路如下：

1. 经省道 S306 往博厚、临高南站方向车辆，绕行县道

X303往金牌方向→金牌互通→县道X300→金龙大道往南至

博厚、临高南站。

2.经省道S306往临城方向车辆，绕行路线有以下3条：

（1）绕行县道X303往金牌方向→金牌互通→金澜大道往

西→市政大道往南至临城。

（2）绕行县道X303往多文方向→G225国道往南→省道

S217临加线往北至临城。

（3）绕行县道X303往金牌互通→驶入G98环岛高速→美

台互通驶出高速→省道S217临加线往北至临城。

3.临城往博厚、临高南站方向的车辆，绕行市政大道往北

→文澜大道→金龙大道往南至博厚、临高南站。

4.博厚往临城方向的车辆，经省道S306往西→县道X300

往北→金澜大道往西→市政大道往南至临城。

请途经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

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7月23日

关于省道S306和调线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更加光荣艰巨的使命任务，海南人民更要铭记历
史，接续奋斗。今日起，本报推出专栏《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通过寻访战争遗址、采访英烈后人、梳理史料事迹等，对海南抗战历史进行
回顾，把抗日英烈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力量。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7月22日，大暑，海口市琼山区
云龙镇，碧空如洗，草木葱翠。镇上
的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以下简称
旧址）敞开着大门，迎面一尊手握钢
枪的琼崖抗日独立队战士全身铜质
铸像似乎在欢迎着慕名而来的游客。

82年前，这里还叫“六月婆”庙。
庙虽然破旧，却曾上演了一出影响深远
的琼崖历史大剧——云龙改编。就在
这里，国共宣布齐心携手，共御外敌。

绕过战士的铜像，有一株繁茂的
大榕树。树下，琼崖特委书记“冯白
驹”和国民党守备司令部司令“王毅”

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二人互相凝
视，目光坚定。

实际上，这紧紧一握的背后十分
曲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由于琼崖特殊的地理位置及
岛上物产资源丰富，日军觊觎已久。
日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琼崖如何
应对？答案只有一个：国共合作。

从1937年 8月起，琼崖特委便
主动向国民党琼崖当局递出橄榄枝，
然而，当时国民党却一心只想借机直
接收编琼崖红军。因此，双方谈判并
不愉快，前后历经3轮。

国共合作事宜未决，日军侵琼的

铁蹄却日益放肆：1938年9月24日，
日机轰炸海口、府城、演丰、塔市等
地，9月30日，日军舰进犯榆林港。
形势逼人，琼崖危在旦夕。就在这种
情况下，当年10月，国民党却将大部
队调离琼崖，仅仅在琼留下不足
4000人兵力，王毅任司令。孤掌难
鸣的王毅主动找到冯白驹，表示愿意
合作。当月22日，琼崖国共两党达
成合作抗日协议。

根据协议，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
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
称“琼崖抗日独立队”），下辖3个中
队，冯白驹任琼崖抗日独立队队长；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按独立队编

制，每月发给军饷8000元；独立队在
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

1938年12月5日，大批群众扛着
吃的、喝的，步行数十甚至上百公里赶
到云龙墟“六月婆”庙，等待见证历史
——琼崖红军改编。在现场，王毅宣
布了改编的决定，随后和冯白驹的双
手握在了一起。冯白驹后来在《关于
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中回忆：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
折点，也是一个胜利的节日。”

改编仪式后，琼崖抗日独立队便
在云龙墟驻扎。云龙改编两个月后，
日军登陆海南岛，经过了改编和紧张
训练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渡口打

响了琼纵抗战第一枪，挫敌锐气，极大
地鼓舞了琼崖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保卫琼崖
的信心，同时也提高了琼崖抗日独立
队的威信，扩大了琼崖特委及其领导
的人民武装在全琼的政治影响。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经过
战火淬炼的琼崖抗日独立队不断发
展壮大。1939年3月，琼崖抗日独立
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由300
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在解放战争
中，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琼崖纵队，人数后来发展到2万多
人，为琼崖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

国共合作御外敌

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吴荣融 宗晨）今年春节
后，五指山市番阳镇的乡亲们发现，
乡镇卫生院新增了一栋红顶白墙的
两层小楼。“这是我们卫生院今年春
节投入使用的综合业务楼，解决了原
来办公用房不足的问题。”番阳镇卫
生院副院长陈德天近日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栋小楼是我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
之一，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
配率达到66%。

与此同时，在五指山市通什镇卫

生院，一栋蓝顶白墙、4层高、总建筑
面积1500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楼正拔
地而起。这也是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化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当地群众就近就医的难题。“主楼投
入使用后，可以增设科室了。”通什镇
卫生院院长林冰说。

2019年，我省提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完善乡
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并且要求全省所
有乡镇卫生院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
造，加快装配式建筑在海南发展，达到
环保节能、节省成本的目标。

“装配式这种‘搭积木’式的作业
方式的确省时省力。”海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符讯负责
该公司在五指山等4个市县29个卫
生院项目的协调管理，他在总结项目
管理经验时认为，装配式项目所需的
主体钢结构、内部隔墙都在工厂生产，
标准化程度高，质量有保障，现场直接
装配施工，机械化程度高，大大减少了
现场的和泥、抹灰、砌墙等湿作业，速
度更快，施工质量更容易得到保证。

符讯介绍，结合我省基层医疗卫
生标准化建设要求，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施工方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
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
管理和智能化应用，充分听取当地卫
健委和医院对卫生院的使用功能和外
观需求，施工单位与设计单位也针对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体系进行了充分
的探讨交流，落实了一些更体现人性
化的施工细节，如设置无障碍坡道、残
疾人卫生间和走廊扶手，手术室、病
房、药房、产房采用PVC地板。

据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海建集团充分发挥全
产业链优势，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建

设。该集团旗下企业在五指山、琼
中、屯昌、定安、海口、临高、澄迈7个
市县有57个乡镇卫生院项目建设任
务，总建筑面积96552.83平方米，合
同造价共3.6亿元，全部采用装配式
建筑。目前已开工56个，其中16个
项目已经竣工。

由于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较多，
且使用功能相同，为此，省住建厅专门
组织编制了《海南省乡镇卫生院标准
化建设装配式建筑设计导则》，助力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统一化、标准化
和模块化发展。

我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装配式建筑助推乡镇卫生院建设“好又快”

东方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近5年解决35万余村民
饮水安全问题

本报八所7月22日电（记者张文君）“再也
不用像以前一样打井挑水。如今在家里拧开水龙
头，就能用上干净的自来水，洗菜做饭都非常方
便。”7月22日，家住东方市八所镇上红兴村村民
李小鹏高兴地说。

东方市通过新增和改扩建水厂、延伸供水管
网等方式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近5年解决
了全市35.2万名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李小
鹏正是享受到“饮水安全”落实成效的村民之一。

李小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上红兴村地势较
高，八所老水厂的水难以输送至村庄。过去，上红
兴村村民都要从井里打水来用，这既不方便也不
太卫生。大田净水厂的建成投用，让全体村民都
喝上了安全干净的自来水。

据了解，针对部分村庄地势较高、八所老水厂
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2018年5月，东方市投入
2500多万元开始建设大田净水厂。2019年11
月，大田净水厂投入使用，解决了大田镇、八所镇
东片区共5万余名农村居民的“饮水难”问题。

东方市现有大田净水厂、陀兴水厂等8个水
厂。为满足城市发展、人口增长的用水需求，今年
4月13日，东方市八所供水工程二期项目开工建
设，项目总投资2.36亿元，建设内容包括配水井、
折板絮凝及平流沉淀池、气水冲洗滤池、清水池、厂
区排水系统等。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日供水能力
10万吨，完全满足八所城区及八所、四更、三家、新
龙、大田等5个乡镇用水需求。“目前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35%，预计今年年底主体工程完工，明年4月
调试并投入使用。”东方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张华
松说。

本报三亚7月22日电（记者李
艳玫）7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市破
获53起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18 人，缴获各类毒品及成瘾物质

112.1 公斤，其中成瘾物质 111.9 公
斤、氯胺酮9.86克、冰毒49.59克、摇
头丸6.3克、其它150.75克以及笑气
枪30支。

今年来，三亚市公安局以开展“毒
品大堵截”专项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强
化机场、车站、主要路口卡口、沿海、物
流寄递渠道查缉，充分用好现有查缉装

备、人像自动采集比对系统等手段，对
乘车、乘机入市的人员、车辆、物品做到

“逢人必查、逢车必查、逢物必查”，严格
落实寄递物流实名、验视、过机“3个
100%”制度。海岸警察三亚支队严格
管控沿海岸线、码头和渔船、重点人员，
以及沿海船舶人员异常轨迹情况。三
亚海关成功查获1起从泰国曼谷邮寄

毒品入境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缴
获3瓶液体氯胺酮26.78克。

截至6月30日，三亚查获吸毒人
员51人，强制隔离戒毒36人（病残吸
毒人员10人），社区戒毒8人，行政拘
留7人。同时，三亚全面推进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进一步压实各区、居
（村）委会的主体责任，通过政府购买

专业社工服务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
作人员和禁毒社工队伍建设，全市建
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机构141个，聘
用禁毒专职人员150名、网格员147
名、禁毒社工45名，开展帮教帮扶吸
毒人员工作，已帮助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人员就业1016人次。

三亚上半年破获53起毒品案件
缴获毒品及成瘾物质112.1公斤

掀起禁毒新高潮

临高中型及以上餐饮单位
全部实现“明厨亮灶”
将在全县所有类型的餐饮服务单位
铺开“明厨亮灶”建设

本报临城7月2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小芳）海南日报记者7月22日从临高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在完成全县中小学校食堂“明厨亮
灶”建设后，该县51家中型以上餐饮服务单位“明
厨亮灶”建设目前又全部完工。

据介绍，“明厨亮灶”是“阳光餐饮+智慧监
管”的餐饮后厨监管模式，打开手机App“阳光餐
饮”即可随时查看各个饮食单位后厨的卫生情况
以及整个做菜备餐的流程，社会公众可以足不出
户随时随地了解查看食堂的后厨情况。

为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去年8月至今
年4月，临高先是对全县中小学食堂进行拉网式
排查，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学校食堂进行全面
整改，并在全县123家学校、幼儿园食堂进行“明
厨亮灶”建设。目前，该县各所学校、幼儿园的食
堂已经实现摄像头全覆盖，后厨操作情况通过视
频监控一目了然。

临高县市监局餐饮室主任王香山介绍，今年
以来，临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推进中型以上
餐饮服务单位“阳光餐饮+智慧监管”明厨亮灶建
设工作，靠前服务，悉心指导，得到餐饮服务单位
充分理解和积极响应，顺利实现“明厨亮灶”建设
目标。下一步，该局将加大工作力度，集中力量建
设临高县“购物公园明厨亮灶示范区”，并在全县
所有类型的餐饮服务单位全面铺开“明厨亮灶”建
设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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