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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74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1、海口市滨海大道水产码头第二层5间房产整体；2、海口市海
甸三西路邦敦里3间铺面；3、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3间铺面；
4、海口市琼山区高登西街三峰里房产整体；5、海口市义龙东路
35号原政协楼一二层（102-106/201-206）办公房产整体。二、租
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
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1年4月9日至2021
年4月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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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
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4月9日

罗江亮:
我局于2020年12月28日对你擅自在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委会

里万村15公里处，搭建铁栏非法占用林地一案进行立案调查。经查,
罗江亮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擅自在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委会里万村
15公里处，搭建铁栏占用林地面积960平方米，合计1.44亩。该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你上述违法事
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非法占地位置图;
2.行政执法现场勘查（检查）记录；
3.现场照片；
4.行政执法询问（调查）笔录；
因你下落不明我局已于2021年2月6日依法向你进行了公告送

达,公告期满后你未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对你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1、处罚款10元/平方米,共计9600元人民币。
2、责令限期接到处罚决定书90天内恢复原状。
本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被处罚人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交罚款至（中国工

商银行澄迈支行），银行账号：9558852201000051368（澄迈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到期不缴纳罚款，将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追
加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澄迈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直接向澄迈县人民法院
或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党校四楼
邮 编：571900 联系电话：0898-67615217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4月9日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澄综执罚决字〔2020〕第DG006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关于人民币结算账户转久悬户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可的通知》（银发[2019]41号）第十九条规定“企业名称、法定代表
人或者单位负责人以及其他开户证明文件发生变更时，企业应当
按规定向开户银行提出变更申请”;第二十一条规定“银行发现企
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通知企业
办理变更手续。企业自通知送达之日起合理期限内仍未办理变更
手续，且未提出合理理由的，银行有权采取措施适当控制账户交
易”。以下单位在我行开立结算账户存在变更事项，我行以公告方
式进行转久悬户通知，希望下列单位自公告见报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到我行办理账户变更手续，逾期视同自愿转久悬户，账户未划款
项我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2021年3月31日

客户名称
安徽省宏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海南绿鑫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众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供销（海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联合展发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博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海南新大源工业苑有限公司

海南面粉储运调拨站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宝岛饲用粮储拨站

海南海口振东粮油供应有限公司
海南省粮油储运公司

海南万盛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市宏海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粮油饲料公司
海口市议价粮油贸易公司
海南保丰粮油有限公司
海南坚盛房地产公司

海南长盛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中汇财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海南蔚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原名：海南中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房屋征收局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海南美信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琼山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公司
海南立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海南汇德咨询有限公司
大印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粮食局长流粮食管理所
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

海南海口新华粮油供应有限公司
海南海口秀英粮油供应有限公司

海口粮油网点开发公司
海口市粮食综合食品厂
海口市西区粮油供应公司
海口怡宏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扶贫开发办公室
海南新华润贸易有限公司
兰洋农场荔枝科普基地

中企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海南新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
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
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
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海口市海甸岛德利路5
号)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
权益无异议。联系人：夏女士，联系电话：0898-65361223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6日

海资规美兰〔2021〕123号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产权
申请人

何庆录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091785

号

申请土
地面积

157.63
m2

土地座落

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
镇晋文水
库南侧

土地权
属证件

琼山灵山
国用

（92）字
第0588号

项目
名称

天鹏花
园别墅
小区

原土地使
用者

海南天鹏
游乐有限
公司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的决定，三亚海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存续
分立。本公司名称由存续公司沿用，因分立将新设“海南海宝实业
有限公司”（暂定，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准）。分立后，存续
公司三亚海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300万元减
至人民币2000万元，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300万元。根据《公司
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分立/减资前的债务由分立后存
续公司三亚海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若本公司在分立/减资前与
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的，按照协议执行。本公司债权人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公司分立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本公司地址：三亚市海润路33号；联
系人：赵媛；电话：0898-88347089;传真：0898-88665833

三亚海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公司分立及减资公告

博大·锦绣滨江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管区雅泰
村。建设单位根据施工图审优化设计方案，取消西北侧地下室出入
口，地下室局部功能相应优化。总机动车停车位调整为196个，增加
4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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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9日至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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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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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博大·锦绣滨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229号

王室“风波”虽平息 约旦挑战仍不少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7日发表公开信宣布，煽动活动已被平息，国家安全而稳定。
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王室“风波”在约旦面临新冠疫情、经济困难等背景下发生，虽然“风波”已平息，但约旦面临的挑战仍然不少。

约旦王宫7日发布了阿卜杜拉二
世致国民的上述公开信。他在信中
说：“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比国家的
安全和稳定更重要。”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
法迪4日通报说，约旦日前挫败一起
亲王哈姆扎·本·侯赛因等人参与、与
境外势力相勾连的危害国家安全活
动，相关活动已被国家有关机构“扼杀
在萌芽中”。目前已有十余名涉事人
员被捕。

哈姆扎现年41岁，为约旦已故国
王侯赛因和他的第四个妻子努尔王后
之子，也是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同
父异母的弟弟。阿卜杜拉二世1999
年2月任命哈姆扎为王储，2004年11
月宣布废黜其王储职位。

阿卜杜拉二世说，哈姆扎及其家
人目前都在王宫中，处于他本人的“照
料”之下。哈姆扎表示将遵守哈希姆
家族的规定，同时承诺国家利益、宪法
和法律高于一切。

约旦地处中东腹地。与一些周边
国家暴力冲突不断、政府更迭频繁不
同，该国近年来始终保持着相对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称为中东的“和平
绿洲”。正因如此，此次事件引发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周边国家担心
该国局势动荡。

据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报道，沙特
王室3日表达了对约旦国王及其维护
国家安全稳定的支持。沙特外交大臣
费萨尔5日到访安曼，并转交沙特国
王对约旦国王表达支持的信件。此
外，巴林、埃及、黎巴嫩、阿联酋、卡塔
尔、伊拉克等国日前也都表达了对约

旦国王的支持。
美国和欧盟也高度关注约旦局

势。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7日与阿
卜杜拉二世通话，表示全力支持他领
导下的约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7日到访约旦，与阿卜杜拉二世会
谈并表达对其支持。

约旦《言论报》评论员易卜拉欣·
萨瓦伊尔告诉记者，约旦近年来在推
动巴以问题和平解决以及打击恐怖主
义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对稳定地区局势起到重要
作用，这都离不开国王的坚强领导和
王室的稳定。

舆论普遍认为，约旦这次“风波”
的背景是，该国遭受新冠疫情蔓延、
经济复苏困难、青年失业严重、难民
负担沉重等诸多问题困扰。

目前约旦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
这个总人口仅约1000万的国家每日新
增病例近期保持在6000例左右。据约
旦卫生部数据，截至7日，该国累计确诊
病例已超过65万例。严重的疫情导致
当地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

同时，疫情对约旦经济造成沉重
打击，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遭受重
创，失业率持续走高。据约旦媒体报
道，截至去年9月，停航等防控措施
导致赴约旦旅游人数同比锐减90%，
影响该国2万多个就业岗位。疫情
还使得原本在国外工作的大量约旦
人回国，进一步加重了失业问题。

此外，约旦当前收容了来自50
多个国家的约75万难民。疫情之

下，这些难民给该国带来的负担也显
得更为沉重和突出。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
究所所长吴冰冰说，约旦之前的经济
改革方案没能从实质上帮助该国走
出经济困境，再加上疫情打击，社会
风险因此加剧。当前该国需要加快
疫苗接种进程以控制疫情，同时找到
更多元的出路重启经济。
（新华社安曼4月8日电 记者冀泽）

尼日利亚一建筑工地遇袭
中国公民一人死亡两人遭绑架

据新华社阿布贾4月7日电 尼日利亚警方7
日说，尼东南部贝努埃州一个建筑工地当天遭不
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和两名
当地警察死亡，另有两名中国公民遭绑架。

贝努埃州警方发言人凯瑟琳·阿尼内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7日7时30分左右，中
方员工和负责护送的数名警察在一个建筑工地附
近遭到事先埋伏的武装分子袭击。警察与武装分
子发生交火，一名中国公民和两名警察在事件中
死亡。武装分子随后绑架了两名中国公民。

阿尼内说，警方已向事发地增派警力，追捕武
装分子并努力解救遭绑架的中国公民。

埃航乘客空中产子
航班异地紧急降落

埃及航空公司一架客机7日执飞乍得恩贾梅
纳至埃及开罗航线时，因一名女乘客突然出现生
产迹象，改道紧急降落。不过，还没等飞机着陆，
那名女子就产下一名男婴，所幸母子平安。

据《今日埃及》网站7日报道，这架客机当天
从乍得首都恩贾梅纳起飞，目的地是埃及开罗国
际机场。飞行过程中，机上一名27岁的乍得女乘
客突然出现生产迹象。飞行员随即决定将客机紧
急降落在开罗以南800公里的埃及城市阿斯旺，
以便将她及时送医。

幸运的是，机上一名乘客是在开罗读医科的
大学生，为那名女乘客提供不少帮助。飞机飞越
苏丹上空时，那名女乘客在那名大学生和机组人
员帮助下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4月7日，工作人员在法国沙布利附近的葡
萄园内点蜡烛。

法国沙布利葡萄园的工作人员在夜间点蜡烛
为葡萄园增温，防止霜冻。 新华社/法新

点蜡烛 防霜冻

王室“风波”平息

国际社会关注

面临多重挑战

A

B
C

4月8日拍摄的约旦首都安曼。 新华社发

2021年“春风行动”启动以来，我
省就业部门紧盯脱贫人口、农村低收
入人口等重点帮扶对象就业需求，紧
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深入
开展就业创业失业政策宣传，提供就
业创业培训，促进农民工特别是困难
群众稳定务工就业。

各级就业部门把开展好“春风行
动”、稳岗留工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广泛开
展就业政策宣传，在全省营造了良好
的社会氛围。

为优先满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重点项目开工用工需求，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启动重点项目用工调度机制，
走访近200个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开展
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加强对市县的
指导，主动对接和协调当地发改、住
建、水务、交通等部门，摸清用工情况，
通过订单定向劳务输出、鼓励企业以

工代训等举措，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截至3月下旬，各
市县已先后组织输送990名本省农村
劳动力赴省重点项目相关企业务工。

为做好农民工“点对点”赴粤务工
输送工作，就业部门发挥海南省驻广
东就业服务站的作用，主动联系广州、
深圳、东莞等地用工大户，包车送农民

工外出务工，并派出工作人员随车服
务，做好与用工企业的对接工作，保证
务工人员顺利入职就业。目前，已“点
对点”服务保障农民工外出务工13批
次，共输送2373人。

在促就业过程中，我省大力落实
就业优惠政策。海口、三亚、文昌、陵
水、洋浦等地积极开展务工人员就地

过年慰问活动，落实奖补政策，共发放
各类稳岗留工补贴、慰问金等1.48亿
元，鼓励各类企业为留琼职工提供有
针对性的培训服务。

同时，在线上线下同步举办各类
招聘会。目前，全省已举办招聘会
115场（线上48场、线下67场），发布
岗位信息约12万条，服务5万多人
次。陵水、屯昌、儋州等地还开展进镇
入村招聘和“点对点”宣传，把岗位送
到村民家门口。

（撰文/林青 彭建）

2021年“春风行动”启动以来，服务5万多人次、转移农村劳动力3000多人

就业服务送上门 恰如春风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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