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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自贸港，

一个圈覆盖全省城乡。全省建成 1
个省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 个地级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24个县(市、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224 个乡镇（街道）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3129个村（居）委会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并为所有村（居）委
会聘请法律顾问和配齐专职人民调解
员，建成了城镇半小时、农村一小时公

共法律服务圈，将公共法律服务触角延
伸至基层一线，老百姓不出村就可获得
实体平台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的法
律服务。

一张网全业务通办。充分发挥“互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作
用，建成以海南法律服务网为枢纽，移动客
户端、微信公众号、智能法律咨询机器人、

自助服务终端机、互联网无人律所五个平
台为有力支撑，整合全省法律服务事项、机
构、人员进驻公共法律服务“淘宝网”，实现
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掌上办”“指尖办”，不
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可及性、便捷性，老百
姓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即可申请法律援助、
预约办理公证、远程视频咨询、查询法律法
规等法律服务。

一条线全天候服务。建成“12348”公
共法律服务热线一体化呼叫中心，在全省
各市县部署34部热线坐席，开通夜间、留
言、视频接听坐席和坐席联动、语音转文字
等功能，建立未接来电和不满意评价百分
百回访机制，全省“一条线”全天候向广大
群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引导社会
公众依法维权。

扛起公共法律服务的责任担当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保驾护航

今年6月，中共海南省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决定》，提出
“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0月，中共海南
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
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将“建设全岛同城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
为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任务之一。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海
南省司法厅厅长郑学海介绍，近年来，海南省司
法厅从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出发，认
真落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担
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面建成向社会群众提
供请律师、办公证、求法援、找调解、寻鉴定、要
仲裁等法律服务的海南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实
体、热线三大平台，构建起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全面推进法
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助力自贸港新政策落地实施。出台对
没有房产证或者不动产权证的房屋转让合
同等六类情形办理公证的“六个禁止”，全
力配合全域房地产限购政策，推动海南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全省公证行业在
3个月时间里共办理购车公证近3万件，规
范小客车交易市场秩序，确保小客车保有
量调控管理政策平稳落地。

助力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引进设立司
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海南）研究中心，成立
由省外41名专家组成法医、物证、声像资
料、环境损害等类别的司法鉴定专家库，为
我省诉讼活动提供强力的司法鉴定保障，

为国际商贸和省内民商活动提供权威可信
的司法鉴定服务。海南国际仲裁院聘请
11位中外专家为海南国际仲裁院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积极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引才
引智，为法治环境建设培养和输送优秀的
法律服务人才。

助力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设
立海南国际仲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和
海口、三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建立儋州
公共法律服务广场（多元化解纠纷中心），
以“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纠纷解决”新机
制，着力构建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
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的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体系。强化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
律援助的民生工作，做好帮助农民工讨薪
维权工作。大力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工
作，通过“1名法律顾问+1名法律事务联
络员+1个法律顾问服务团”和“村（居）法
律顾问信息平台”等新模式，为基层群众
提供法律服务，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解决
矛盾纠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解决在基层，打造“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海
南样本。

扬改革之帆，谋发展之业，行法治之
道。海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李永利表示，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将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统领，扛起法治先行、服务为民的
重任，对标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目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数字赋能
公共法律服务，以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为突
破，不断增强公共法律服务制度、职能、服
务、系统集约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推动各
项公共法律服务改革措施落地见效，构建
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全业务、全
时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公共法
律服务的力量为海南走向世界舞台保驾
护航！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陈弼）

成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海南国际仲裁
院，聘任11位国内外具有很高代表性、权
威性和影响力的人士为理事，聘任国外及
港澳地区仲裁员247名，其中来自于全球
40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提供20种语言服
务，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仲裁规则，设立金
融、海事、旅游、知识产权等仲裁中心，全方

位满足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仲裁需求。
修订《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创新

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加大律师行业对
外开放程度，引进和新设立律师事务所57
家，新增律师275人，具有涉外法律服务能
力的律师事务所41家，其中2家为香港合
伙联营律师事务所。成功引进澳大利亚邱

氏律师事务所设立驻海口代表处。
在全国率先实行涉外公证全省通办，

突破有关规定，全省具有办理涉外公证资
格的机构不再受区域限制，业务范围可扩
大至全省，大幅提高了公证工作的效能。
合作制公证机构改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激发了全省公证工作活力和创造力。

建设全岛同城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在公共法律服务普及化、一体化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三大平台服
务、运行、监管、保障的同步、统一和协调，
确保全省公共法律服务统一标准、互联互
通、足量供给、城乡协调发展，为广大百姓
提供均等普惠的法律服务。

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 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解放思想 敢闯敢试 大胆创新 抢占公共法律服务制度集成创新的新高地

行稳致远 久久为功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保障

公共法律服务在行动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1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南省国营龙江农场等
6个农场的一批固定资产，包含大米加工场厂房、房屋建筑物、
牛栏、牛舍、机器机械、猪场沼气池等设施设备。挂牌价格为
2992051元。公告期：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11日，
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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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月13日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上举行海口市6宗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二、报名条件、时间、手续：
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1月12日17 时前缴纳相应

的竞买保证金，在中拍平台帮助中心详读竞拍流程等资料

按要求进行注册、报名参拍（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行金贸支行 ；账号：

2201020909200138473）。

三、展示时间、地点、要求：本公告日后至2021年1月

12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

四、拍卖方式及税费承担：中拍平台网上竞价；上述标

的均以现状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

等均由买受人承担；小汽车全部附带海南省增量上牌指标

拍卖。

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

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

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咨询报名通道二：18876032559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并进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

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平台电子

竞价页面；也可直接打开中拍平台页面，地区选择“海南”并

进入查看。

序
号

1

2

3

4

5

6

标的名称

海口琼山区云龙镇云定路云龙水郡一
期40#低层住宅楼1,2层(二拍)

海口和平大道65号祗园独立式小住宅
2号楼芸香府(二拍)

海口市府城镇铁桥永昌村永昌雅居3#、
4#、5#楼4号楼17层1702室(二拍)

海口明珠路2号置地花园
2栋17B(二拍)

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25号骏豪仕家
2#住宅楼2层D2-215商铺(二拍)

海口市美兰区仙桥片区南侧仙桥花园
南苑-C栋二单元2402房(二拍)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45.05

536.36

77.84

136.42

133.02

118.31

参考价
（元）

2356600

8073800

849200

1226700

1788300

1214800

保证金
（万元）

48

160

17

25

36

24

序
号

7

8

9

10

11

标的名称

二手手机7部(二拍)

旧雅马哈摩托车1辆(二拍)

扣押没收车辆6辆(二拍)

二手手机7部(一拍)

扣押没收车辆2辆(一拍)

参考价（元）

5448

2036

详情见中拍平台及公众号

4892

详情见中拍平台及公众号

保证金（元）

2000

1000

30000/辆

2000

30000/辆

刊登于2020年11月30日《海南日报》A14版
及相关网站发布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20）第18
号}，拟挂牌出让的文集建试（2020）-9号地块因故
终止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8日

关于终止文集建试（2020）-9号地块
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方）

与曾尚（受让方，身份证号码：460102199705042425）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COAMC琼2020-A-04-001），转让方

已将截至2020年9月30日海南斯聪工贸有限公司1笔债权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债权本息13,956,908.58 元，其中本金 2,000,

000.00元、利息11,956,908.58元，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该

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据此，请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

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地址：海口市大

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联系电话：0898-66563207。

曾尚，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拦海中村77号，联系电话：13136050613。

2020年12月28日

海南省化肥厂职工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
以东，属《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现建设单位结合
施工图审优化设计方案，调整内容主要为增加消防控制室及楼梯间
前室，优化物业管理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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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至2021年1月1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网站（http://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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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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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化肥厂职工安置经济适用房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7377号

求购房产
●杨景林，刘新艳，杨岩不慎遗失
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收据，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
岛 263 栋 1819 号房，收据编号：
HHD5053253，2018年5月11日，
金额80864元，声明作废。
●杨景林，刘新艳，杨岩不慎遗失
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收据，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
岛 263 栋 1819 号房，收据编号：
HHD2093771，2016年2月25日，
金额1266元，声明作废。
●三亚华贞海鲜加工摊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2001542637，声明作
废。

●谷健康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9栋1806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04302，金额：5177元），现声明
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乒乓球协会因
公章损坏，现声明作废。
●熊诚不慎遗失海南昌茂龙湖房
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大御
湖庄园25栋602房《海南全国联
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一张，收据
编号：HN3036889，声明作废。
●国家税务总局东方市税务局遗
失国家税务总局东方市税务局税
收业务专用章（3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小鱼速连信息技术中心（有限

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J71F2N），公司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减至

217911.53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

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2020年12月28日

不限购商业办公性质，市中心白龙
南路海瀛大厦房产出售，套内面积
120.97m2，净价 108 万，电话：
17384941122

●杨美丽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2栋1305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5914、金额:
174236元；）,现声明作废。
●谷健康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9栋1806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2677、金额:
310020 元；编号:DZ：0002494、
金额:10000元）,现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贵庐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24690281601187，现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出售房产 减资公告
海南小鱼快连信息技术中心(有限

合 伙)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J7WX7X），公司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减至

860442.09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

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2020年12月28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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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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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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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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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求购房产（性质不限）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国兴沿街商铺2.2万/平18708991932

商铺出售

减资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