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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0121期）

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定于2021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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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0285奥迪、琼AE5011帕萨特、琼AJ1609别克
等8辆旧机动车（资料备索），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

展示时间：2021年1月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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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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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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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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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辆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要将
车辆提档到外地过户的，须另向拍卖公司支付车辆过户保证金20000元/
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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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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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8976435423

关于省道S201封闭施工由西往东通行的通告
省道S201项目是机场连接演丰镇的主要道路，为江东新区

的重要市政基础实施，计划于2021年1月15日完成道路施工，2
月上旬实现全线通车。

由于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为了保障行人、车辆交通及施工安
全，需对原省道S201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时间为2021年1月
15日起，封闭后通行导改为由西向东通行（即由东进场道经S201
规划路通行），对施工期间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及支持。

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继续加大人员、设备投入，按市委、市
政府要求，完成项目建设，创造更优质的交通出行环境。

特此公告。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海南高森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04062号宗地被规划道路及绿化带占用1591.86平方米。为解决
规划道路及绿化带占用土地补偿问题，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
拟对其规划道路和绿化带占用的土地按评估总价值量以建筑面积
补偿方式予以补偿，并按简易程序开展滨江新城片区QS0317006
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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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
日至2021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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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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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市设计》QS0317006地块

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资规详规〔2021〕1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L-04-1地块
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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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地块的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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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 日至2021年2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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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片区安置公墓项目文昌市
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规

划方案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规委会办公室专题会议审议通过，我

局拟按程序调整《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文昌市文
城片区安置公墓项目”地块规划地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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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至
2021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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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东阁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工程项目厂区用地〈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

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规委会办公室专题会议审议通过，我

局拟按程序调整《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文昌市东
阁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宝芳墟厂区用地”规划地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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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至2021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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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冯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工程项目厂区用地〈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

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规委会办公室专题会议审议通过，

我局拟按程序调整《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文昌市
冯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厂区用地”规划地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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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至2021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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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综合整治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测量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综合整治项目位于国兴大道北侧，项目
西起海航豪庭，东至海南省政协，全长约 4.8 公里，总投资约2600
万元，建安费约2200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1、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单位；2、测量单位（工作内容含地下管网勘察、苗木清
点、地形测量），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
函，含具体金额、资质、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资料的形式报到
我司项目部。截止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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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张增方 海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物流经理

吴春兰（女）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员

叶青山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周小娃（女）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统计员

吴志国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陈小俊 海南东榕餐饮有限公司运营主管

李其师 三亚丽景海湾酒店客房部园林工

周尧楷（女）琼海市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副护士长

吴清波 琼海温泉农厨好味馆总厨

杨宁高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单真车间

负责人

林日云 乐东白井绿农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黄 亮 澄迈县福山镇振德堂同仁药店营业员

陈道雄 陵水椰田古寨乐器师

吴日媚（女）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副总经理

王有富 海南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区保安部部长

石 勇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安检二室主管

张有懿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工程部部长

李夏生 中建八局华彩·海口湾广场项目任安全主管

胡小娟（女）海南警盾安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云 强 龙泉花园酒店总厨

2020年海南最美农民工名单公示
为进一步弘扬农民工敬业爱岗、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展示新时代农民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营造尊重、关

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海南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明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日报社联合开展寻找

2020年海南最美农民工活动，现将评选结果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2020年海南最美农民工名单（20名）

何爱林 海口旅游景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部主管

胡 建（女）海南圆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薛梅丽（女）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护理组长

石 枫 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公司运营主管

郑明妮（女）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文员

黄照梁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车间任设备维修工

王松灵 昌江山海黎乡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莫裕东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项目安全总监

杨友琼（女）海南富南物业有限公司保洁员

李茂江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投递员

2020年海南最美农民工提名奖名单（10名）

公示期限为：2021年1月13日至18日，共5天。如对上述公示名单有异议，请及时反馈海南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03室，联系电话(0898)6655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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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9日上午10:30在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
现状净价公开拍卖：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56户债权资产包
（截至2020年 8月 31日，资产包债权本息合计135,080.61万
元），参考价格：人民币13990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600
万元整。竞买方须与拍卖单位签署《竞买协议书》，并向拍卖单位
《竞买协议书》指定账户缴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确认竞买资格。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
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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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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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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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等；本次拍卖标的债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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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月18日止。竞买保证金到账时
间：2021年 1月18日 16:3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办
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1月18日17:00前。主拍单位：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
横沟二街 3102 地块 D19 栋三层，电话：0898-32271868、
15719838888。联拍单位：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
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 1B802 室，电话：0898-68551218、
18689812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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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月12日从海口
市教育局获悉，海口73所公办幼儿园
首次开展春季招生，招生条件与2020
年秋季招生条件一致。符合条件的适

龄幼儿2021年春季就可入学。
据统计，将在春季招生的海口公办

幼儿园中，市属公办幼儿园有1所，共提
供学位180个；在区属公办幼儿园中：
秀英区有15所，共提供学位983个；龙

华区有9所，共提供学位747个；琼山区
有33所，共提供学位共2538个；美兰
区有15所，共提供学位1500个。

“这是海口市公办幼儿园首次提
前启动春季招生。”海口市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副科长林道圣说，过去海口市
公办幼儿园学位相对紧俏，一般按常
规进行秋季招生。之所以从“等人上
门”变为“主动招生”，是因为去年海口
市学前教育的发展带动了公办幼儿园

数量和公办学前教育学位的增加。
据悉，2020年海口市通过回收、

租赁等渠道，将公办幼儿园数量从59
所增至172所，新增学前教育公办学
位4.2万个。

海口73所公办幼儿园首次春季招生
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2021年春季就可入学

省教育厅发出疫情防控倡议：

减少人员流动
增强防护意识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王梦洋）1月12日，省教育
厅发出疫情防控倡议，提倡广大师生、
家长在岛内过年，减少走亲访友活动。

省教育厅倡议，广大师生、家长
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要保持
高度警惕，关注官方通报和权威播
报，了解疫情防控相关信息，自觉做
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个人及
家人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立即就
近就诊，第一时间向学校和有关部门
报告，并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同时，广大师生、家长要服从居
住地疫情防控管理，减少人员流动，
非特殊必要情况，不得前往境外和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减少人员聚集，不
参与大规模聚集性文体、聚会、聚餐
活动，减少走亲访友活动，个人家庭
聚集最好能够控制在10人以下。

省教育厅提醒，广大师生、家长
要增强防护意识，务必按要求做好食
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个人防护。

加强措施严防疫情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记者
马珂）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季节，除了通过飞沫传播，也会经手
接触传播。省疾控中心提醒：洗手
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最简便有效的
措施之一。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的手不
断接触到被病毒、细菌污染的物品，
如果不能及时正确洗手，手上的病
毒、细菌可以通过手触摸口、眼、鼻
进入人体。洗手是减少手部细菌、
病毒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之一，保持
手的清洁卫生可以有效降低患呼吸
道传染病的风险。

U22国家男足抵琼集训
昌江小伙蔡明民在列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 （记者王黎刚）中国
U22国家男子足球队于1月11日抵达海口观澜湖基
地集训，海南昌江小伙蔡明民再次入选集训大名单。

今年21岁的蔡明民目前效力于广州恒大一
队，曾多次入选国少队、国青队。2019年1月，蔡
明民曾入选U22国足第一期集训名单，并随队赴
澳大利亚拉练，在热身赛中表现不俗。

海口推进第二轮增加学位学校建设

7所学校将增加
4110个学位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1月11日从海口市相关部门获悉，海口第
二轮增加学位学校项目建设进展顺利，7所学校
中，新埠中心小学、海联中学、农垦直属第三小学
项目于去年12月已完成竣工初验，预计今年春季
开学前即可交付使用。

据介绍，海口第二轮增加学位学校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4.2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95亿元。
项目通过新建、扩建方式，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优
化教学环境，项目完成后将增加学位约4110个。

截至目前，白沙门小学、琼山第十二小学、府
城中学项目于2020年9月已竣工并交付使用；新
埠中心小学、海联中学、农垦直属第三小学项目于
2020年12月已完成竣工初验，现抓紧时间收尾
中，预计春季开学前交付使用；城西小学项目主体
工程已完成，正在砌体施工及室内装修，预计今年
7月底竣工并交付使用。

省疾控中心提醒——

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从正确洗手开始

第216期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播出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1月11日晚播出的第216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邀请琼海市长坡镇礼昌村驻村第一
书记李寒丁，讲述他驻村工作4年间，始终站在群
众立场上，兢兢业业为群众服务的故事。

李寒丁先后在长坡镇南通村、礼昌村驻村工
作。在南通村驻村时，他牵头成立了五色粽子厂，
修通了山路；在礼昌村驻村时，他带领团队种蘑菇、
养猪，增设了400盏路灯。在他驻村期间，南通村、
礼昌村均荣获“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对于招生是否需要摇号，以及

招生对象是否需要持有海口市户籍

或在海口市居住的证明，要以各公

办幼儿园的招生方案为准。

招生
条件

在年龄方面，各园提出了明确要求

小班 要求报名幼儿于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出生

中班 要求报名幼儿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出生

大班 要求报名幼儿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出生

第一步，洗手掌。手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揉。
第二步，洗手背。手心对手背，手指交叉，沿指

缝相互搓揉。
第三步，洗指缝。手心相对，手指交叉，相互搓揉。
第四步，洗指背。一手弯曲成空拳，把手指关

节放在另一手的手心，旋转搓揉。双手交换进行。
第五步，洗拇指。一手握住另一只手的大拇

指，旋转搓揉。双手交换进行。
第六步，洗指尖。一手五指指尖并拢，放在另

一只手的手心，旋转搓揉。双手交换进行。
第七步，洗手腕。一手握住另一只手的腕部，

旋转搓揉。双手交换进行。

七
步
洗
手
法

怎样正确洗手？

1、用流动水将双手淋湿
2、取适量肥皂或洗手液均匀涂抹双手
3、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搓洗双手至少20秒
4、用流动水冲洗干净双手
5、捧起一些水，冲淋水龙头后，再关闭水龙头
6、用清洁毛巾或纸巾擦干双手，也可用吹干机吹干

这些时候应及时洗手

为了避免疾病经手传播，洗手频率根据具体情况而
定。以下情况应及时洗手：

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口罩后，接触过泪眼、鼻涕、
痰液和唾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后，护理患者后，准备
食物前，用餐前，上厕所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扶
手、门柄、电梯按钮、钱币、快递等物品），抱孩子、喂孩子食
物前，处理婴儿粪便后，接触动物或处理动物粪便后。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该怎么办？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可选用含75%酒精的手消毒剂进
行手部清洁，将消毒剂涂抹双手，持续揉搓15秒。特殊情
况下，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化氢手消毒剂。使用时用量要
足够，要让手心、手背、指缝、手腕等处充分湿润，两手相互
摩擦足够长的时间，要等消毒液差不多蒸发之后再停止。

对公众而言，不建议以免洗的手部消毒液作为常规
的手部清洁手段，只是在户外等没有条件用水和肥皂洗
手的时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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