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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前奏·代表委员履职记

●张乾遗失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镇环城西路东北侧生态文

化公园旁白沙福水安郡9幢102

房房权证，证号：琼（2020）白沙县

不动产权第0002423号，特此声

明。

●海南兵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三亚吉阳吉多福副食商行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2001981743，声明作

废。

●海口黛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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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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记账，会计培训18089867872

代理记账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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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32-1地块局部用地规划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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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至2021年3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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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

《<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F-32-1地块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论证报告》

三亚大东海华美达酒店位于海南三亚榆林湾区，紧临榆亚大道、
大东海，观山面海，商业圈发达，功能齐全完备，该区是三亚新的高端
旅游度假聚集地。酒店占地面积约7亩，地面13层，地下一层，主楼
副楼1-3层为商业用房，4楼以上为酒店客房，240个房间，按照4星
级酒店标准设计和装修，地上地下停车位充足，酒店装修和筹备已达
准开业状态。

现受委托，我公司于2021年3月20日下午3点在该酒店大堂公
开拍卖下列资产：

1、三亚大东海华美达酒店酒店配套设施（见清单）及酒店经营
权；

2、三亚大东海华美达酒店主楼副楼1—3层商业房产，过户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3、三亚大东海华美达酒店全部地上绿化、地上停车位和地下室
及地下室停车位的使用权和管理权；

4、海南照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三亚大东海华美达酒店的物
业管理权。

标的展示时间自2021年2月22日起至2021年3月19日
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交款截止日：2021年3月20日中午12：00
拍卖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610号华美达酒店大堂
拍卖人：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07631116、13208981488

三亚酒店拍卖公告

公告
(2021)琼01执恢27号 (2021)琼01执恢28号

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潘镭、薛蔚颖、申请执行人吴
毓明、王玲与被执行人海南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两案。该两案在原执行过程中,本院已作出(2020)琼
01执759号、755号执行裁定,并依据上述执行裁定,分别查封
了被执行人海南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振兴路80号椰岛华庭地下室(-)1层2号、1号停车位。如案外
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
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
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等处
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联系人:钟小兰 联系方式:0898-36689528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和年度科
技工作计划，海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编制了2021年省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申报指南，已在省科技厅网站上发布，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科
技项目，具体申报通知和指南请登录省科技厅门户网站（http://
dost.hainan.gov.cn/）查阅。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申报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
二、本年度重点研发计划试行预申报制度。预申报采取通讯

评审的方式，遴选出进入会议评审的申报项目，通知项目申报人再
提交详细的正式申报书。

三、项目申报渠道：登录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http:
//218.77.186.200/egrantweb/index）进行网上填报。本年度实
行无纸化申报，申报人填写预申报书、申报书前，应仔细阅读有关

填写说明，并按要求认真填写，务必完整、准确、真实；如因工作需
要提交纸质材料，由科技厅另行通知。

四、项目立项程序：项目经组织专家评审，按规定程序审定后
择优给予支持。获得立项的项目将在省科技厅门户网站进行公
示，未立项的项目不再另行通知。

五、项目申报时间：网上预申报时间为40天，正式申报时间
20天。

六、有关要求：请各单位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相关领域发展需
求和比较优势，按照项目申报指南的支持重点、申报条件、申报程
序等相关要求，认真组织申报。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2月22日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发布2021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的公告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装置停车检修，设备的安全交出
是关键。”2月21日，全国人大代表、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化肥二部副总
经理刘平周末值班时，在现场反复和
操作人员交代检修注意事项。为了保
障设备运行安全，工厂装置将于23日
开始检修。

刘平是一位来自工业领域的基层
代表，也是一位几乎全程见证了海南
新型工业发展特别是天然气化工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一线建设者。2002
年，刘平大学毕业后就应聘进入中海
化学海南基地化肥二部（现更名为海
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化肥二部）工作，
参与建设化肥二期装置。

2020年11月，海洋石油富岛有
限公司化肥二期合成氨装置连续安全
运行553天，打破了中国云南云天化
水富基地同类型装置“552天”运行的
最高纪录，开创了国内合成氨装置长
周期连续运行新纪元。

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到如今公司

的管理层，看到这样的新纪录，刘平感
触颇深，这份亮眼成绩背后是他个人成
长的历程，也是海南新型工业蓬勃发展
的缩影。自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以来，刘平结合他的专业所长，不断发
挥代表履职作用，为海南自贸港发展蓝
色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含二氧化碳天然气是一种非常
规天然气资源，因其含有丰富的二氧
化碳，不能直接作为燃料，而二氧化碳
作为温室气体，又不能向大气排放。
经过深入调研和分析，刘平认为，对于
高二氧化碳天然气资源，需要研究其
综合利用的途径，以提高利用效益，为
国家及地方经济发展服务。2019年

全国两会上，刘平建议，支持对高二氧
化碳天然气综合利用。这一建议得到
了国家发改委的采纳。

“企业的发展向来紧贴国家政策，
国家发改委的回应对企业而言意义重
大。2021年，公司将围绕高二氧化碳
天然气应用开展更多研究，目前新的
化工项目正在启动。同时，我们还将
在化工新材料领域作出积极探索，延
伸现有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刘
平介绍。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期间，刘平提交了关于海南建设全
球岛屿研究中心给予支持的建议、关
于支持海南省探索有利于激励创新的

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的建议等4条建
议，目前也已获得相关部委的回复。

“每一份建议都是履职的答卷，作
为一名来自专业领域的人大代表，我
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积累基层岗
位上的所见所闻与经验，参加各类调
研、座谈活动等，提出建议，认真履职，
助力地方发展。2021年的海南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打造种业、
深海、航天三大科创高地，这也让我们
专业技术人员备受鼓舞。今年两会期
间，我会继续围绕海洋新能源以及支
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相关政策等提出
自己的建议。”刘平说。

（本报八所2月21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刘平：

为海南自贸港蓝色经济贡献力量

儋州各中小学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全面排查问题
确保开学安全有序

本报那大2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儋州市中小学校、幼儿园、
特殊教育学校2月22日正式上课；中等职业学校
3月1日正式上课。广大师生陆续返校上课，儋州
市有关部门全面排查学校问题及时整改，做好校
园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学校安全有序开学。

2月21日，儋州市中小学校、幼儿园、特殊教
育学校学生到校报到。在开学前，儋州市各学校
按要求做好寒假离琼师生员工人数及健康情况摸
排。做好人员筛查、消毒杀菌等工作，确保学校安
全有序开学。对有辍学苗头的学生及时劝学返
校，落实控辍保学各项措施。同时，对教室、校外
学生住宿点等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开展防范学生溺水、道路交通安全等安全教
育。市有关部门还要求各学校严格执行收费标
准，特别提醒民办中小学、普惠性幼儿园和购买学
位幼儿园，按相关规定收费。

文昌文教镇后田村：

龙眼丰收
为致富“点睛”

本报文城2月21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刘洋）采摘、挑拣、装箱
……2月19日，文昌市文教镇后田村
的龙眼果园里人头攒动、车声隆隆，忙
碌的村民们正在采收成熟的果实。

“一共350株，约25亩。”后田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川庄一边忙碌一
边高兴地介绍，文教镇大胆探索集体经
济发展“输血造血”模式，积极引导后田
村种植龙眼等经济果树，在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同时，为村民找到一条可持续
发展的果园产业致富路。

“今年龙眼果园大丰收，我们天天
有活干、有钱赚，巩固脱贫成果不成问
题，置办新家电也不用愁了！”一位脱贫
户喜笑颜开地说。

为帮后田村村民营销推广龙眼，
文教镇政府帮忙设计了精美的包装，
制定统一的宣传标识和宣传口号。“我
们计划在龙眼果园的空地上再建两个
猪棚养猪，带动村民致富。”后田村党
支部书记郑有荣信心满满地说。

海口一男子醉驾
逆行连撞两车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2月21
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一则警情通报，20日晚一
小轿车在海口望海国际广场路段逆行连撞两车，
肇事司机经血液检测达到醉驾标准，两名被撞车
辆司机均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据通报，2月20日22时15分许，海口警方
110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在海口大英路望海
国际广场处有一男子醉酒闹事。110指挥中心立
即指令海口市交警支队、美兰分局警力赶赴现场
处置，迅速将该男子控制并带至海府路派出所。

经调查，当晚该男子（蔡某杰，广东省揭西县
人，41岁）在望海国际广场旁一酒吧饮酒，22时许
驾驶小轿车（琼D1B163）从望海停车场出口逆行
往海秀东路方向加速离开，先后撞击两辆正常行
驶的小轿车，造成两名小轿车司机一人腰伤、一人
送医院救治，目前两人均无生命危险。

经抽血化验检测，涉案人员蔡某杰血液酒精
含量为231毫克/100毫升，已达到醉驾标准，该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本报万城2月21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小静）2月21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七次会议上获悉，今年起万宁

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谋划布局八大产业园区，以产
业提质促发展，争取“十四五”期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推动
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

“十四五”时期，万宁将找准定
位，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建设，围绕

“热带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国际旅游
消费目的地、新型工业化和海洋经济
示范区”产业定位，构建一二三产互
补融合产业链群，打造热带高效农
业、旅游+产业、新型工业、海洋经济
4个百亿级产业链群。

万宁将积极谋划布局八大产业园

区，建成槟榔产业园、礼纪新型工业产
业园、乌场临港经济区、日月湾冲浪小
镇，推进石梅湾-神州半岛旅游区、兴
隆健康旅游产业园、工厂化水产养殖
园区、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万宁
片区）建设，把园区打造成为万宁高质
量发展的发动机和增长极。

关注市县两会

以产业提质促发展

万宁谋划打造八大产业园区

2月21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宝山村周边的木棉花竞相绽放，与附近梯田中的秧苗交相辉映，宛如一幅田园画
卷，令前来观赏的游客流连忘返。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网络电影《排爆手》
万宁兴隆开拍

本报万城2月2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朱乃
飞）2月20日，网络电影《排爆手》在万宁兴隆开机，
预计将在万宁取景拍摄20天。该电影由阚家伟导
演，刘烨、余男、于荣光、林迪安等演员联袂出演。该
影片预计年内将在各大网络视频平台正式上线。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支持电影在
万宁取景拍摄，并希望更多人通过影片了解海南、了
解万宁的人文风光。同时，也希望能吸引更多电影
摄制团队到万宁取景，将城市的独特内涵与魅力展
示给观众，从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张
惠宁）海南日报记者20日从海口市
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科获悉，2021
年，海口市将新建改造14家公立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改造23家乡
镇卫生院发热门诊，补齐基层医疗短
板，方便百姓就医看病。

“市区每个街道办都要建一所公
立社区服务中心，政府财政投入建设
设施设备，保证人员编制经费，保证基
层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海口市卫健委
基层卫生健康科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海口市2021年将新建4
个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建设

海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
中医药学校设立街道卫生健康服务
中心、在国兴街道道客社区新建
1500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海口市祥和花园设立2642平方米
的中医健康管理中心。

同时，海口还要改造10家公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包括得胜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沙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金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龙
昆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还包括回
迁白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
省第五人民医院延伸办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

北师大附校小学部
今秋投入使用
最多可提供1620个学位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2月21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以下简称北
师大附校）举行开学典礼。典礼结束后，该校校长
陆炳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师大附校小学部
以及初中部二期都将于今年秋季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校小学部共安排了36个教学班，
最多可提供1620个学位，设有独立的食堂和学生
宿舍，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1个午休床位。预
计小学部今年3月份竣工，紧接着要进行二次
装修，5月份可以全部完工。

木棉花开美如画

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方便百姓就医看病

海口将新建改造14家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