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从济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获悉，为提高新建商品房
办证效率，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联合住建、税务部门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提速业务流程，通过

“全链条”一网通办，实现新建商品
房“交房即办证”。

据了解，按照以往惯例，购房
者购买商品房时，开发商会与购房
者约定交房时间，交房后一两年开
始陆续办理不动产权证。但由于
有的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通不
过，导致迟迟办不下来不动产权
证。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
合住建部门规范购房合同，要求房
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预售时，开

发项目就应取得竣工综合验收备
案证明，并作为交房条件写入新建
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要求开发
企业具备办理新建商品房首次登
记条件的，应当及时办理新建商品
房首次登记，同时提出新建商品房
转移登记预申请。

为给“交房即办证”创造条件，
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面实施
新建商品房合同备案和预告登
记。购房人签订新建商品房买卖
合同并完成备案后，可通过“山东
政务服务网”和“泉城办”手机
App网上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
记，有效维护购房人的利益，防止

“一房多卖”现象发生；银行与购
房人签订购房贷款合同后，在不

动产登记机构办理预购商品房的
抵押预告登记，同时报住建部门
备案。

为让群众在办理不动产权证
时少跑腿，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在采集购房人信息时，在签订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推广使用
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电子合同，
通过共享获得的信息及当事人提
交的电子材料可以作为办事依
据，电子材料不再以纸质形式归
档。

在登记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济
南新建商品房在交付使用的同时，
济南不动产登记机构及税务部门
并联审核，1小时办结，当场核发不
动产登记电子证照。购房人申请

领取纸质不动产权证书的,可委托
登记机构采取 EMS 方式快递送
达，或选择就近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委托发证的窗口领收纸质证书，从
而实现“交房即办证”。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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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不想走弯路?
这些误区要避开！

盲目跟风
一些业主根据网上的爆款设计，将自己的家装

修成北欧极简风、开放式厨房等，等到入住后才发现
这些设计并不适合自己。

专家建议，业主装修时要先考虑自家户型大小、家
庭成员的生活习惯等情况再做决定，不要盲目跟风。

贪小便宜
有些业主在挑选装修公司时贪小便宜，在装修

时却吃了大亏。专家建议，选择装修公司前，要仔细
了解市场情况，选择口碑好的公司。没有自己施工
团队的装修公司、装修游击队、报价远远低于市场价
格的公司不能找。

盲目追求高档次材料
如今，市场上的装修材料种类繁多，价格参差不

齐。一些业主在装修时盲目追求高档次装修材料，
导致装修预算严重超支。

专家提醒，装修材料价格与材质、产地、工艺等
有很大关系，业主购买时要考虑整体装修的风格。
不用买最贵的，只买最适合自己的。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浙江规范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

幼儿园不建好
小区不验收

幼儿园不建好小区不验收，兼顾

婴幼儿托育需求适当扩大幼儿园规

模，办园不得具备营利性质……近

日，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发布了修

订后的《浙江省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构建城

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各环节

多部门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健全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据了解，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

儿园是指各地进行旧城改造、新区

建设和撤村建居等建设的住宅小区

所需配套建设的幼儿园，包括商品

住宅小区开发和政府投资建设保障

性住房（含安置房）建设中按规划要

求配套建设的幼儿园。办法明确，

小区配套幼儿园只能举办成公办园

或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

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属于公共教育

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

改或闲置，不得出租、出售、转让、抵

押或改变用途。

针对近年来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上升等新

情况，办法提出各市、县（市）自然资

源和教育、发展改革、建设等行政部

门应根据实际编制当地学前教育设

施布点专项规划，并应当将教育行

政部门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委员

会。

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分期建设有

配套幼儿园项目的住宅小区时，配套

的幼儿园应当与住宅小区第一期同

步规划、设计、立项、建设和竣工移

交。各地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建设、

教育等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

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相关工作，对存

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

和建而不交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

前，住宅小区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手续。

（据新华社电 记者顾小立 俞菀）

市中心地段，超低价租房，空
调、WiFi一应俱全……在网上看
到这样的租房信息，你心动吗？如
果心动，就要小心了，在“净网
2020”专项行动中，江苏省无锡市
公安局破获一起“假中介”诈骗案，
正是以这类信息为诱饵，已查证
500余人上当受骗。

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网安
大队在网上巡查时发现，有一伙人
经常在安居客、58同城等中介平台
上发布远低于市场行情的租房房
源信息，有欺诈嫌疑。刚来无锡市
的王某，急于租房，看到相关中介
平台上的信息后，立即加了对方微
信，不想正中了这伙人的圈套，支
付288元带看押金后，对方就将他
拉黑了。王某无奈，只好报警。

经分析研判，锁定行踪，8月15
日，锡山分局出动50余名警力，将
这一团伙20余名犯罪嫌疑人一举

抓获。经审讯，相关犯罪嫌疑人交
代，2019年10月以来，他们主要以

低价出租房源为诱饵，骗取受害人
268元至288元不等数额的看房费
用，然后以各种方式推脱，将受害
人押金据为己有。嫌疑人发布的
房源，有些是真实存在的，但实际
价格要远高于他们发布的价格；有
些房源则根本不存在，纯粹是虚构
的。

锡山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案
件受害人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
前已查证，该团伙骗取了500余名
受害人10余万元。警方特别提示，
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房源，一
定要仔细甄别，不要因为贪图便宜
而遭受损失。另外，警方还呼吁，
即使被骗金额不大，受害人也应及
时报警，既方便警方取证，也保护
他人不再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电 记者朱国亮）

济南新建商品房“交房即办证”

网上低价租房？
当心“假中介”钓鱼诈骗

广告·热线：66810888

为扎实推进海口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落实好职业技能鉴定（等级
认定）补贴发放工作，现将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通知
公告如下：

一、办理依据
1、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规
〔2019〕7号）

2、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印发《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业务办
理操作规程》的通知(琼人发〔2019〕119号）

3、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2019〕152号）

二、补贴对象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等符合条件人员。
三、补贴标准
按照不高于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据实补贴。每人每年分

别享受不超过3次，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
附：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

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
执行：琼价费管〔2017〕488号 单元：元/人.次

四、受理单位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五、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可受理
六、办理方式
根据申请主体类别分两类：个人申请与机构申请。
1、个人申请
补贴对象自费参加鉴定或考核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个人自费）；
（2）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4a68fdb854c441f6977d823445455be5.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

障卡账户。
2、机构申请
培训机构或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垫资组织补贴对象参加鉴定或考核

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机构垫资）；
（2）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合格人员花名册；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4）成绩花名册复印件;
（5）机构申请电子版材料：公示表（电子版）和海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专项考核花名册。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ec6481e5c51b42d199a3c3c49610f5e6.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机构账户。
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66764406
办理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4号劳动大厦六楼大厅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宣

项目级别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专项职业能力

职业技能鉴定
理论知识考试费
A类
35
35
35
35
35

120

B类
35
35
35
35
35

C类
35
35
35
35
35

操作技能考试费
A类
300
360
430
480
480

B类
230
280
350
400
400

C类
200
230
270
320
320

综合评审费

200
300

海口市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

序号

1

2

3

4

本公告有效期为2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
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64010。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angtao@cinda.com.cn。特别提
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客户名称

海南大华地
产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

三亚鲁琼贸
易有限公司

海口富安油
毡厂

海南师院鸿
通实业贸易

公司

资产
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总金额
（截至2020年7月31日）

4887.98万元

2999.47万元

20.81万元

26.01万元

所在地

海南
海口

海南
三亚

海南
海口

海南
海口

资产情况清单

资产基本情况

债务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该债权项
下抵押物有海口市秀英东方洋开发
区滨景花园、金盘开发区金华花园等
24套房产，面积合计5569.04平方
米。本项债权已经法院判决生效，但
抵押物产权权属存在一定异议。
债务人位于海南三亚，保证人为山
东省经济发展总公司，未诉讼。
债务人位于海南海口，保证人为海
南教育文化科技联合开发公司，未
起诉。

债务人位于海南海口，担保人为海
南师范学院，未起诉。

联系人

钟先生、
侯女士

钟先生、
侯女士

钟先生、
侯女士

钟先生、
侯女士

联系电话

0898-68663253、
0898-68665582

0898-68663253、
0898-68665582

0898-68663253、
0898-68665582

0898-68663253、
0898-68665583

邮箱

zhongtuan@cinda.com.cn、
houxiaojun@cinda.com.cn

zhongtuan@cinda.com.cn、
houxiaojun@cinda.com.cn

zhongtuan@cinda.com.cn、
houxiaojun@cinda.com.cn

zhongtuan@cinda.com.cn、
houxiaojun@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进行处置，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资

金实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国家对餐饮浪费行为高
度重视，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
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

海南省是粮食主销区，一方面粮食自给缺口大，另一方面在粮食
生产、收购、储存、加工、消费等环节中均存在不容忽视的损失浪费现
象。关注粮食安全、爱惜节约粮食对国家和我省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为
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节约粮食的有关要求，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合向全省各界发出如下倡议：

一、促进优粮优产。在粮食生产环节，支持种粮农户选择优良品种
和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结实率和产量，打造海南好粮油品牌。
大力推广应用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减少种粮投入成本，提高秧
苗成活率和投入产出效益。

二、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在粮食收购环节，各粮食收储企业要
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和“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即要敞开收
购，随到随收，不准折腾农民；要公平定等，准确计量，不准克扣农民；
要依质论价，优质优价，不准坑害农民；要现款结算，不打白条，不准算
计农民；要优质服务，排忧解难，不准怠慢农民）。各类市场主体要积极
适应粮食收储新形势，积极为种粮农户开展粮食产后社会化服务，通
过市场化运作，及时整理、烘干和妥善保管粮食，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三、推广运用现代粮食仓储物流技术。在粮食仓储环节，各粮食仓
储企业和经营户要积极应用先进适用仓储技术，大力开展低温储粮、
绿色储粮、科学储粮，认真落实“一规定两守则”要求（即《粮油储存安
全责任暂行规定》、《粮油安全储存守则》和《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确
保粮油仓储安全和安全生产，坚决杜绝霉粮坏粮事故发生，减少粮油
仓储损失。在粮食物流环节，要提高大宗粮食“四散”(散装、散运、散
卸、散储)专用技术水平，加强散粮运输中转、接收、发放设施及检验检
测等配套设施建设，减少粮食运输环节损失。

四、倡导粮食适度加工综合利用。在粮食加工环节,各粮食加工企
业要推行适度加工，改变片面追求“精”、“细”、“白”的过度消费倾向，
引进加工新技术，有效综合利用原粮，提高粮油加工和转化利用率，减
少加工浪费。

五、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氛围。在粮食消费环节，每一位粮食
消费者，在家用餐，做到粗细搭配、均衡营养、“光盘行动”；在外就餐，
做到按需点餐、理性消费，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一米一粟来之不易。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你我做起，节约每一
粒粮食，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反对浪费，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0年8月28日

节约粮食倡议书

撤回拍卖公告
经海口海事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我公司原定于2020

年9月4日举行拍卖会，拍卖被执行人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尖峰镇龙沐湾旅游开发区的四块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分别为：尖峰国用（2012）第005号、尖
峰国用（2012）第006号、尖峰国用（2012）第012号、尖峰国用
（2012）第013号]。现接到海口海事法院通知，因当事人已经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向法院提出停止和撤回拍卖申请，现撤回
对被执行人上述土地的拍卖。

特此公告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8日

“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经济论坛”
主旨议题研究成果有奖征集评选结果公示

本筹备组于2020年6月28日-29日在《海南日报》刊登“2020海
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经济论坛”主旨议题研究成果有奖征集启事，得到
了省内外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期间，共收到数十人计30余篇具有
较高理论水平和实操经验的建议文章。经组织业内专家评审，现将结
果公布如下。

一、一等奖1名
王毅武:《“两大枢纽”:海南自贸港双向对外开放的通道与载体》
二等奖2名
吴琼杰:《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培植市场主体 推动海南自贸港

经济超常规发展》
陈芳 范晨阳:《布局建设中国（琼海）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 给

力海南自贸港经济超常规发展》
三等奖3名
应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定机构发展刍议》
陈小华:《扩大海南自贸港产业对外开放》
王荣亮：《上海经验对海南自贸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借鉴意义》
二、优秀奖6名
任国征：《海南自贸港发展健康旅游的国际借鉴与金融扶持》
李志鹏：《“农业+数字智能化发展”赋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熊安静：《抓好海南自贸港政策集成创新 加快培育对外产业合作

竞争新优势》
谭波：《全面实现自贸港行政体制的制度集成创新》
王吉俊：《夯实自贸港基础，铸就大海南市》
陈慧君：《充分释放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发展壮大海南优势特色》

“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经济论坛”筹备组
2020年8月2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南海·幸福汇三期项目装配式建筑

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美之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南海·幸福汇三期项目

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南侧A0216地块，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文件（海住建施[2020]319号），该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
价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采用装配式建筑建造的为地面
以上建筑，共10栋高层住宅及2栋沿街商业建筑，给予项目按不超过
地上建筑面积的 3%进行奖励。经核，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
192001.76m2，计容面积150123.89m2，装配式奖励面积2872.98m2。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0年8月28日至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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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因S203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改建工程施工的需要，为确保
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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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至2022年8月27日
二、管制路段
S203铺文线K0+000 至K71+798、S206铺龙线K8+815 至

K9+301、X193 大抱线K0+000至K7+894、Y002乡道K0+000至
K2+020，共约82公里。

三、管制方式
管制期间，交替封闭管制路段左幅或右幅车道施工，未封闭的另

一幅车道双向通行。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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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关于S203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
段改建工程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众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西安市长安区华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
被执行人西安市长安区华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丘海大道 70号的紫泉花坊小区B栋夏荷阁 1603 房(备案号:
L00024679)、B栋秋实阁208房(备案号:L00024683)、B栋秋实阁
1603 房 ( 备 案 号:L00024685)、C 栋 冬 青 阁 203 房 ( 备 案 号:
L00024759)、C栋冬青阁1603房(备案号: L00024756)、D栋泉音阁
502 房 ( 备 案 号:L00026048)、D 栋 泉 音 阁 602 房 ( 备 案 号:
L00026059)、E栋泉萦阁1102房(备案号: L00026986)、E栋泉萦阁
1508房(备案号: L00026991)的房产。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房产进行评
估拍卖，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特此公告。联系人:吕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2411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二○二○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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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