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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江东·开维国际中心一期（一标段）项目
方案公示启事

江东·开维国际中心一期（一标段）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大道北、
兴洋大道西。本项目拟建2栋办公楼（地下2层/地上7层），1栋综合
楼（地下2层/地上10层），总建筑面积185524平方米（其中地上
103885平方米，地下81639平方米）。项目方案指标满足市政府批
准的规划条件，退用地红线满足规划建设要求及城市消防管控要
求。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20年11月20至12月3日）。2.公示媒介：海口市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如有意见应在公示期内反馈，
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11月20日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
WH-03-A04～A09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修改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
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3-A04～A09地块用地规
划设计条件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4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
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
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
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5。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11月20日

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11HN017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挂

牌价格为1,515,490.00元。公告期：2020年11月20日至2020

年12月3日，资产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1月20日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20年12月2
日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
形式公开拍卖以下房产：1、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516号红
沙丽景嘉园F楼二单元1201室（赠送阁楼及露台），参考建筑面积
61.65㎡，参考价134.5万元；2、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3号
15层1512室（新世界中心公寓），参考建筑面积154.36㎡，参考价
625.16万元。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请于12月1日15
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以资金到账为准）到哈尔滨市香
坊区华山路10号万达商务4号楼307室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本次拍卖标的自由竞价时间为1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2
分钟）

详情请登录：www.xspm.cn
咨询电话：15004620022 18045008956

拍卖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我局拟按程序
修改《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09地块的规划
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11月20日至2020年12月19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
09地块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东寨新居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演丰镇，紧邻东寨港大道，

项目总投资额101618.6万元，用地面积90316.12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186772.68平方米。现需向社会邀请参与项目施工

图审查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以密封报价函（含具体金

额、资质、业绩清单及合同封面等资料）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

部。截止11月23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韩工；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关于邀请参与东寨新居二期项目
施工图审查单位的公告

我司申报建设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四路8号综合体项
目，于2019年6月21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4601002019062106501），规划新建9栋，其中地上3-56层/地下2
层，总建筑面积432723.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14503.3m2/地下建
筑面积118220.2m2）。为加快项目进度，让业主企业早日入驻，根据
统一规划建设的海口市建设工程项目申报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要求，9#
商办楼已满足以下条件：1.该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
46000791177），9#商办楼已按照批准的方案设计文本建设竣工。
2.9#商办楼竣工规划批建范围内的绿化、道路等配套设施已审定的设
计方案总平面图建设竣工。3.临时物业用房位于1#楼二十层，该房已
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4.建成区与施工区已设置安全隔离围挡。我
司就该项目申请分栋验收情况进行公示。

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关于海口富力首府项目B18地块
9#楼分期验收事宜的公示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11月27日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
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定
书》项下部分权益（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机器设备）。竞
买保证金（人民币）：15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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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实际控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
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
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1月26日；办理竞买手续截
止时间：2020年11月26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
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
主楼41层；电话：0898-66720836 18508910618；委托方监督电话：
0898-68623077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
66719286 66713686

（201120期）

高隆湾海湾汇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高隆大道与文府路交叉口

地段，总用地面积18972.2平方米，该地块属《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范围内。现建设单位向我局申办规划报建手续，高隆湾海

湾汇项目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54062.2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47430.49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4692.5平方米，装配式补偿建筑面

积1422.92平方米，容积率2.5，建筑密度20.34%，绿地率30%，建筑

高度18层，总停车位392辆。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0年11月20 日至2020年11月26 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高隆湾海湾汇项目批前公示

为加快推进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项目开发建设，完善省会城市
三级医院设置，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滨
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QS0324004地块规划修改工
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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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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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详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0日

海资规〔2020〕15445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QS032400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经报海口市政府同
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2401地块控规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20年11月20日
至2020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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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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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0日

海资规〔2020〕15444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24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几年前，公安部曾指挥全国20
多个省区市统一行动，一举摧毁4个
特大网络贩婴团伙，打掉多个以网络
送养为名的买卖婴幼儿网站、QQ
群，解救了近400名被拐卖婴儿。

王彦琳认为，网络送养儿童实际
上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的隐蔽
性和便利性进行人口买卖，属于严重
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绝不
能放任。

王彦琳建议，网络平台理应进一
步加大对相关内容的管控，谨防给不
法交易提供便利。公安、网信等监管
部门也要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建立快
速处置机制。

此外，对于非法开具出生医学证
明、虚假亲子鉴定的人员要严厉处
罚，对相关机构要严肃清理整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
为，司法鉴定造假一旦查实，应当取

消鉴定人或鉴定机构的执业资格，并
建立执业“黑名单”；民事上应当令其
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充分的可作为拐
卖儿童罪或收买儿童罪的帮助犯处
理，追究其刑事责任。

多位人士建议，出生医学证明
的信息管理要进一步完善，方便异
地核查。卫生行政部门与公安、街
道等部门协同推进，将出生医学证
明与户籍管理联网对接，建立一个

全国互联互通、可查证识别的信息
管理数据化平台。

王彦琳建议，要疏堵结合，建立
全国性或者省级范围内统一的、具有
公信力的收养平台，由机构负责汇
总、匹配需求与资源，通过专业而系
统的收养评估、收养回访确保被收养
人的利益。

（新华社广州11月19日电 记者
毛一竹 杨淑馨）

社交群组对暗号 明码标价售卖

网络送养地下产业链
近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拐卖儿童案——一名男婴被人打着送养的旗号，以6万元价格通过QQ群贩卖。

而发布信息、联络买家的人，竟是其亲生父亲。
这并非个案。“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不少非法送养群。交易双方用暗语标价，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

等，有的孩子甚至还未出生便被“预订”。还有黑中介“一条龙”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亲子鉴定，帮助落户。

“我原先有个家庭，后来因工作原
因离婚了，有两个孩子。两年前认识
了现在的女友，有了十个月的儿子。
不久前她突然走了，把钱都带走了，
我带着孩子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段惨痛的经历把QQ群里不
少网友打动了。殊不知，这是黄某编
造的故事。

今年1月，由于与女友多次发生
争吵，加上酒水生意经营惨淡，黄某
花了 50 元加入一个网络送养QQ
群，决定瞒着女友把两人所生十个月
大的儿子送养。

在近300人的大群里，他的“悲
惨”经历迅速引发关注，有不少人通
过QQ、微信、电话找他私聊。他提
出，以6万至10万元的“保证金”送
养儿子，并承诺其后老死不相往来。

家住河北的邓某夫妇被黄某选
中。双方以6万元的价格达成交易，
未满一岁的孩子被带回邓某老家。

办理该案的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
检察官王彦琳介绍，邓某和妻子婚
后多年无法生育。亲生父母送养孩
子，在邓某看来是“干净”“合法”的。

不久后，黄某的女友返回广州，
从手机聊天记录里发现了儿子被卖
的真相，随即向警方报案。近日，白
云区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黄
某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万元，
追缴其违法所得6万元，予以没收。

50元入群
明码标价卖掉亲生儿子

今年4月，为打击网络送养儿童
的不法行为，腾讯、知乎等网络平台
对涉及“儿童送养”的违规内容和群
组进行了清理和整治。记者调查发
现，网络送养转入更为隐秘的角落，
从大众化网络平台潜入母婴社区。

在“妈妈帮”“妈妈网”“宝宝知
道”等母婴论坛上，记者发现了不少
新发布的送养内容，每条关联帖子都
能得到几十条回应。

10月10日，“妈妈网”社区的一
名网友发布帖子，称想送养男孩，预
产期是11月23日。“妈妈帮”论坛内，
与“送养”关联的帖子有近200个。
在“宝宝知道”社区内，一个标题为

“2020年，我想领养一个女孩”的帖子
中，有125条回复：“六岁了，你要不要
女孩”“我有个预产期十月份”……

潜伏在网络贩婴圈12年的打拐
志愿者上官正义告诉记者，如今不法

分子对入群人员的审核更加严格，要
提供身份信息、缴纳数百元认证费才
能入群，而且QQ群和微信群会时常
更换。记者在一个名为“SL班同学群”
的送养微信群看到，一名群友于10
月7日发送了一个红包，并留言“补8，
诚心领男宝”。知情人向记者解释，
群友交流用的是圈子里的暗语，“S”
代表送养，“L”代表领养，“补8”的意
思是领养方愿意出8万元的补偿费。

上官正义告诉记者，送养孩子的
人多数是未婚生育，无力抚养，也有
人因为离婚分手想把孩子处理掉，而
领养孩子的多数是有生育困难的。
通常女孩的价格是5万到6万元，男孩
的价格是8万到10万元。有些婴儿
是“预售”的，出生前已经谈好价格。

为逃避法律制裁，很多人会用
“保证金”“补偿费”“感谢费”这类说
法掩盖买卖儿童的事实。记者从多

个送养群的聊天记录看到，很多人刻
意讲述悲惨故事，强调自己走投无
路，不是人贩子，却在发出孩子的照
片、视频后公然出价。

一个名为“为了孩子XX”的微
信公众号，声称内容主要是“领养孩
子及送养孩子交流与经验分享”。这
个公众号日常发布混杂销售、医疗等
方面的文章掩人耳目，留言区内却时
常留下非法送养的QQ群信息。关注
公众号后，管理员会发送自己的微信
号，声称是“为了进一步沟通交流”。

组建这些交流平台的多数是一
些黑中介，“他们赚钱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对目标客户进行筛选，发布送
养和领养信息，促成交易，从中赚取
差价；另一种是暗箱操作办理出生证
明、亲子鉴定，伪造被送养儿童身份，
方便买方落户登记。”王彦琳说。

“‘洗白’孩子身份主要靠黑中介

与私立医院、鉴定中心的内部人员勾
结。”上官正义说。

据了解，有的妈妈不愿意暴露自
己的身份信息，于是，在黑中介帮助
下，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给孩子办理出
生医学证明。上官正义告诉记者，中
介还会提供造假的亲子鉴定报告。他
提供的一个案例显示，在男方、女方、
孩子均未到场的情况下，用假名字、
假照片和中介备好的假血样，广东华
医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孩子与男女
方为亲子关系的司法鉴定报告。但实
际上，孩子与这对男女毫无血缘关系。

目前，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
已停止受理司法鉴定业务，接受调
查。广州市司法局通报，已掌握其违
反司法鉴定程序的相关证据，正在抓
紧全面调查工作，并将根据调查结
果依法严肃处理。该局已将涉嫌犯罪
的线索和证据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揭秘送养黑产 生娃、买卖、办证一条龙

多方合力 斩断不法利益链

司法大数据显示

“80后”“90后”
是网购维权主力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罗沙）记
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
院 19 日发布了一份专题报告，对我国法院
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件的特点和趋势进行分析。

报告显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
30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新收网络购物合
同纠纷案件共计4.9万件，每年1月和7月的纠
纷案件量占比较高。其中，食品类纠纷占比最
高，为45.65%，其次为数码电器类占比17.2%。

这些案件中，原告自然人为“60前”的占
2.56%，“60后”占4.92%，“70后”占13.98%，

“80后”占44.35%，“90后”占32.83%，“00后”
占1.36%。“80后”和“90后”合计占比超过七成。

报告同时显示，这些案件中30.78%的争议
涉及食品安全问题，22.56%的纠纷案件中消费
者认为卖家的销售存在虚假宣传或其他欺诈行
为。67.16%的纠纷案件结案标的额在1万元
及以下，平均结案标的额约为4.91万元。

此外，报告显示约四成的网购纠纷案件最
终调解或撤诉。以判决方式结案的纠纷中，超
七成原告的诉讼请求获得法院不同程度支持。

图纸作假、隐瞒工作面……

山西20名煤矿矿长
被责令调离

新华社太原11月19日电（记者梁晓飞）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了煤矿矿长安全生
产考核记分的最新进展，今年前10月，共有20
名矿长因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在2020年
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到12分以上，被责令调
离矿长岗位，3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煤矿矿长。

目前已公布的16份处理决定显示，煤矿矿
长被记分的情形主要包括图纸作假、隐瞒采掘
工作面、被责令停产整顿期间擅自组织生产、越
界开采、煤矿领导未按规定带班下井、特种作业
人员无证上岗等问题。

其中，山西怀仁南窑晋通砂石煤业公司被
检查出存在图纸作假、隐瞒8202、8203工作
面，矿长3月至6月期间未按规定带班下井，一
名监测监控人员无证上岗，以及12510综采工
作面在突水威胁区域未按规定探放水等记分情
形，该矿矿长被记分42分，记分分值最高。

此外，16座煤矿中有3座因发生安全事故
被记分。其中，山西金地煤焦公司赤峪煤矿、山
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紫金煤业公司在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后瞒报，两名矿长被一次记满12分。

目前，山西共有954座生产建设煤矿。

近日，几名工人因劳动争议两次
到贵阳市花溪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
诉窗口咨询并反映情况，窗口工作人
员在没有详细询问和采取调查措施的
情况下，给出的是“你们属于劳务外
包”“找社保中心”“申请仲裁”“上法院

起诉”的回答。直到现场有记者亮明
身份，工作人员才请工人坐下来询问、
记录并承诺实地调查。

本该是为群众服务、为百姓排忧
解难的政务服务窗口，却因个别工作
人员的推诿塞责给前来办事的群众添
堵。此风不可长，必须纠正！百姓专
门到政务窗口咨询办理的，往往是关
乎切身利益乃至全家生计的大事。群

众利益无小事，对这样的咨询、投诉，
窗口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更应认真处
理，切不可将其视为小事。

“首问责任制”在各级政务服务窗
口推行了多年，发挥了便民利民惠民
的积极作用。但“门难进”“人难找”

“脸难看”“事难办”现象，在一些地方
仍然存在。个别窗口服务人员依然对
来访群众搪塞扯皮，归根结底是他们

人到岗了心还没有跟上。
到窗口来的群众都是带着困难来

的，窗口工作人员的首要职责就是倾听
他们的诉求，要跟群众站在一起去解决
困难，而不是跟困难站在一起去为难群
众。对群众提出的诉求，能解决的不拖
延，不能马上解决的要认真记录，详细解
释，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告诉来访群众，既
当好听众，又当好讲解员，结合群众诉求

把政策掰开揉碎给群众讲清讲透，力争
让群众带着问题来、揣着明白走。

窗口工作人员还要努力把这个窗口
当成了解社情民意、把握基层脉搏的问
诊台。窗口来访群众带来的问题林林
总总，汇集起来都是关乎百姓冷暖、群
众生计的大事，问题指向就是改革攻坚
的方向。这些问题少一分，民生福祉就
长几寸。（新华社贵阳11月19日电）

为民服务的窗口哪能给人添堵？
新华时评 北京市今起实行网上

核发电子居住证（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11月20日起，

北京市将网上核发电子《北京市居住证》和《北京
市居住登记卡》，停止发放实体居住证（卡），电子
居住证（卡）将通过“北京通”App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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