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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龙湖海口时代天街一期项目位于我市南海大道与豪苑路交汇
处，西侧临靠豪苑路，南侧临靠南海大道、北面为博巷二路。该项目
于2020年2月通过规划许可。现项目业主结合方案优化及消防验
收等相关要求，申请对项目6#楼观光电梯以及附属室外楼梯、下沉
广场景观楼梯和扶梯、3#楼东侧市政道路处扶梯位置、地上及地下
停车位数量和建筑外立面造型进行优化调整，并增加地下车位数
量。此次变更不涉及建筑使用功能、整体布局及其他各项规划指标
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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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至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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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房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更新规划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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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85，联系人：谢先生、莫先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龙湖海口时代天街一期规划方案

变更公示启事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5月
28日（00:00－05:00）对CDMA系统进行优化。届
时，电信用户的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如
果发现有问题，请关机重启手机。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停止无权占用并搬离房屋通知
致各无权占用者:文传禄依据（2014）美民一初字第902号生效

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张诗雄、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文传禄于2010
年3月2日签订的《代偿债务协议》及张诗雄、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
司、文传禄于2010年3月2日签订的《补偿协议》合同有效”的判决内
容，合法享有（1999）振经初字第281号《民事判决书》、（2000）振执字
第106-3号《民事裁定书》所确定的“位于海府路144号面积为
4265.50平方米土地、办公楼（三层）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益。任何
未经文传禄书面同意占用上述办公楼均为无权占用，属于侵权。为
维护合法权益，文传禄早已正式通过报纸进行公告，多次要求各无权
占用者限期搬离，现再对于各拒不搬离的无权占用者再次通知如下：
限你于见到本通知后，在2021年5月30日之前立即停止无权占用并
搬离房屋，限期内不搬离，一切损失自行负责！导致通知人损失的，
通知人将保留追究该无权占用人有关房屋占用费等责任的权利，必
要时通知人将依法强制收回房屋。通知人：文传禄；联系电话：
13907509888、15103667918 2021年5月27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国家税务总局文昌市税务局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6

月18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下
列资产：拍卖标的物名称：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文昌
市文城镇高隆路305号东方龙湾5栋、6栋、7栋、8栋共59套建
筑面积合计5518.79平方米住宅房地产，房号分别为：5栋109、5
栋112、5栋306、5栋1801、5栋1816、5栋1911、5栋320、5栋
1901、6栋111、6栋402、7栋112、7栋119、7栋120、7栋121、7
栋222、7栋301、7栋302、7栋422、7栋522、7栋608、7栋609、
7栋 709、7栋 710、7栋 722、7栋 803、7栋 810、7栋 906、7栋
908、7 栋 909、7 栋 910、7 栋 1022、7 栋 1102、7 栋 1203、7 栋
1208、7栋1209、7栋1406、7栋1422、7栋1509、7栋209、7栋
217、7栋 809、7栋 1122、7栋 1222、7栋 1622、7栋 1701、7栋
1722、8栋A-1808、8栋A-1809、8栋A-105、8栋B-1808、8
栋B-1809、8栋B-101、8栋C-102、8栋C-103、8栋C-508、8
栋C-608、8栋C-1802、8栋C-203、8栋C-1801。整体优先，
可分套拍卖。整体参考价：人民币4111.3378万元，每套参考价
及其他细节详见本次拍卖的拍卖须知。展示时间：2021年6月
15日至2021年6月16日。收取保证金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农行海口市龙昆支行，账号：21139001040001861。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竞买保证金数额：整体竞买为500万元，分套竞买每套为
10万元，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6月17日17:00前，逾期不予办
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当符合海南省及文昌市政府颁布的有关
购买住宅用房的相关规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
自行承担，房产过户办理不动产权证税、费按国家规定执行。拍
卖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流
园（二期）A区11层。电话：0898-66825575 13976607840。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3330451

关于清理和庆镇罗便村委会美迎村
陈步强等47户违建户建筑垃圾的公告

儋和府〔2021〕41号
陈步强等47户违建户：

你（单位）在和庆镇罗便村委会美迎村堒上地块搭建的违法建
筑已于2021年5月21日依法拆除。因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一直
堆放原地，你（单位）至今未清理，无法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种植复绿
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人居环境卫生，始终存
在建筑废弃物形成的利器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为尽快对上述建筑
垃圾进行清理，请你（单位）于此公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自行完成垃
圾清理工作，逾期不完成清理的，本府将委托第三方代为清理，清理
产生的费用，我镇政府保留向你（单位）追偿的权利。

特此公告
儋州市和庆镇人民政府

2021年5月27日

海南省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领导小组公告（第18号）
2021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定于9月25

日举行，5月31日至6月13日网上报名，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官网（http://agri.hainan.

gov.cn/）查看。

咨询电话：0898-65333733。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5执538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吴乾太与被执行人吴乾雄继承纠
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2020) 琼0105民初4594号民
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拟裁定将登记在林爱荣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榆中线26
号海湾公司住宅区C栋101房(房产证号:房权证海房改字第
91615房)的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至吴乾太名下。如对上述房产
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联系人:符法官 联系电话: 68614613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55号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6月10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蓝天

路16号金银岛大酒店6楼第三会议室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对海南
华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及其从权利，债权本金人民币7,000,
000.00元；保证金为人民币132万元。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但以下人员不
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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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上述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标的展示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6月9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6月9日17时（以竞买
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
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Ｂ802室。联系电话：
18689899998 0898-68551218。监督电话：0898-68513689

受委托，定于2021年06月11日09:00在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交易厅公开拍卖:位于三亚吉阳大道219号“海螺

姑娘”贝壳文化艺术馆 35238.19m2 国有土地使用权和

3600.12m2建筑物，根据2020年04月22日三亚市政府发布的

《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批复，将

该项目（土地号码B9-04）土地修编为商住混合用地（商业

60%、住宅40%、容积率1.5），如开发商住需要补缴土地差价，

如现状工业科研土地可继续施工33399.88平方米（容积率调

升需相关部门审批），该项目参考资料：www.sanyawanmei.

cn，参考价：8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2021年06月10日17：00（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标的展示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06月10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竞买人至2021年06月10日17：00止。特别说明：本标的按现

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详情请咨询

拍卖公司；电话:0898-66115918 18976212356（微信同号）

三亚市5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信息

本报定城5月26日电（记者叶媛媛）5月26
日上午，2021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在定
安县拉开帷幕，即日起至6月30日，定安将举办七
大精彩活动，邀请各地游客一同感受古城文化魅
力，“粽”享美食美景。文化节启动仪式上，定安美
食文化地图、定安周末游三大主题旅游线路、定安
端午美食文化节惊喜福袋三大创意产品先后发布。

据了解，本届端午美食文化节将举办美食音
浪嘉年华、2021定安幸福跑、定安百里百村品牌
发布会暨乡村旅游专题推介会、“活力新定安 琼
韵醉古城”琼剧大擂台、“品读古城 粽享定安”定
安端午晚会、“网红”探店打卡等精彩纷呈的主题
活动。

本届端午美食文化节将以“品读古城，粽享定
安”为主题，通过“美食+文旅+招商+宣传”的形式，
以美食为载体串联各项活动，扩大定安美食文化影
响力，宣传推介定安特色文化、优质旅游资源，打造
定安城市品牌，让美好新定安形象深入人心。

“定安美食文化地图里包括了定安颇受欢迎
的景区、餐厅、酒店，让市民游客一图在手就能快
速了解定安全域旅游资源，轻松玩转定安。”在启
动仪式上，定安县发改委主任李海阳介绍，这份专
门制作的地图还具备打卡功能，市民游客来到地
图上的点位，可以边玩边扫码打卡，累积打卡3次
就可以兑换端午幸运礼包，打卡点位越多，获得礼
包的价值就越高。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周末游线路的主题分别为
芳香养生、品读定安、追寻初心。“这3条线路串联
了定安最优质的旅游资源，游客可以到旅行社参团
游览，也可以与家人一起自驾游，非常适合利用周
末的休闲时光来体验！”定安县旅文局局长刘飞说。

据介绍，自2010年首次举办至今，端午美食文
化节已成为展示定安城市形象的一张闪亮名片。今
年，端午美食文化节将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方式，展
示定安的文化魅力，助力定安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牙叉5月26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王国幸 周安萍）5月25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2021年黎族苗族传统
服饰设计制作及缝纫技艺培训班在白
沙电商产业园开班。此次培训旨在更
好地保护和传承当地黎族苗族传统服
饰制作技艺，促进白沙黎锦苗绣手工艺
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此次培训为期15天，主办方邀请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

计专业教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省级高级版师及工艺师、黎族
纺染织技艺县级传承人等5位少数民
族文化技艺传承人进行授课，重点围
绕黎族苗族传统服饰制作、黎锦纹样
设计、裁剪、缝纫、成衣制作等对学员
进行培训。

来自白沙各乡镇具有一定黎锦苗
绣制作经验的手工艺者、黎锦专业合作
社成员、“非遗”传承人等参加培训。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中国乒乓
球队“直通WTT大满贯·世乒赛”暨
奥运模拟赛 5月 26 日上午在河南南
阳举行。海南队16岁的林诗栋与搭
档蒯曼在混双小组赛首轮比赛中战胜
孙闻/钱天一。在随后的男单比赛中，
林诗栋以1：4不敌徐晨皓，无缘男单
8强赛。

林诗栋和蒯曼是第一次搭档参加
混双比赛，但配合比较默契，比赛中两

人衔接很快，打法相得益彰，发挥也
比较出色。混双有12对组合参加，共
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
12对组合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取
前四名出线，随后8对组合再参加淘
汰赛。在 26日下午和晚上进行的比
赛中，林诗栋和蒯曼组合取得了1胜1
负的战绩。混双3轮战罢，林诗栋和
蒯曼组合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晋级
8强希望很大。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欧英才 美编：陈海冰

走进乡镇社区，详细了解基层单位
开展社会治理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共
聚一堂，探讨创新社会治理……近期，致
公党海南省委会调研组先后赴海口、三
亚、陵水、东方和琼中等市县，就“构建对
标一流营商环境的自贸港社会治理新模
式”协商议题开展调研，收获匪浅。

走进基层，深入调研，总结经验，提
出建议，为推动海南社会治理现代化贡
献智慧，是致公党海南省委会引导全省
致公党党员助推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具体
事例。2018年“4·13”以来，致公党海南
省委会围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提升
履职能力。从为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
港建设建言献策到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活
动，从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到助推脱
贫攻坚，各项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

在咨政建言中展现“致公担当”。“4·
13”以来，致公党海南省委会提出一系列
高质量提案建议，受到相关方面高度重
视。其中，关于新能源汽车、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与自贸港建设
等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关于

“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白色污染防治、支
持海南建设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全域应用
示范区等建议分别选入全国政协相关会
议议题。同时，致公党海南省委会邀请
嘉宾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

建设提供真知灼见，受到相关方面肯定。
在招商引资中发挥侨海优势。近年

来，致公党海南省委会积极动员各级组织、
致公党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体，宣介自贸港
政策，为海南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一方面，
举办“2018海峡科技论坛”、引进一批台资
企业落户海南，承办“2019北美致公协会
中国行”活动；另一方面，加强与兄弟省份
特别是国内发达地区致公党组织的联系
与协作，比如，签订“琼沪致公组织合作协
议”，在开展对口合作系列活动等3个方面

达成合作协议，并在搭建交流平台等7个
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在疫情防控中体现担当。2020年
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致公
党海南省委会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引导广
大致公党党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在抗
击疫情中，医务工作者致公党党员奔赴救
治最前沿，各级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
致公党党员主动坚守一线，并帮助相关企
业尽快复工复产。同时，致公党海南省委
会迅速响应致公党中央号召，向海外侨胞

捐赠“致公爱心小包裹”，以实际行动表达
对海外侨胞的关怀。此外，致公党海南省
委会还举办“抗击疫情科技讲堂”，为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作出积极贡献。

在脱贫攻坚中擦亮服务品牌。近年
来，致公党海南省委会先后主持致公党中
央“深化脱贫攻坚理论研究，讲好脱贫攻
坚中国故事”专题座谈会网络视频会议，
成功举办“2020致公党中央脱贫攻坚理
论研讨会”；参与编辑《致公党中央脱贫攻
坚理论研讨文集》，有力宣介海南脱贫攻

坚的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致公党海
南省委会通过充分利用党员资源，整合各
界力量，圆满完成定点帮扶村儋州市南丰
镇尖岭村帮扶任务，受到村民好评。去
年，尖岭村村委会被授予“2019年度海南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

此外，致公党海南省委会积极强化
自身建设，与省社会主义学院签订“五年
培训合作协议”，对全省1700多名致公
党党员实施持续5年的素质提升轮训。
2019年至今，共举办9期“致公党党员素
质提升培训班”，培训近900人。

当前，正值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关键时期，致公党海南省委会将一
如既往加强自身建设，发挥资源优势，为
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符林杰）

致公党海南省委会：

在助推自贸港建设中展现致公风采

助力建设自贸港 统一战线在行动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荔枝红了，日子也红了。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建群村，闻到空气中
弥漫着荔枝的清香，喜获丰收的
荔农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5月 26日，第二届建群村荔
枝开采节开幕，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当天，该村被邮储银行海口
分行授予“信用村”称号，村民的
信用可以直接转换为实实在在的
信贷资金。基于此，村民们扩大
再生产有了资金来源，对未来的
日子充满期待。

建群村位于永兴镇西南部。
全村种植永兴“荔枝王”2900多
亩，今年总产量约1123吨。随着
鸡蛋大小的“荔枝王”开采，村民
们摘果、装箱、运输，在骄阳下忙
得满头大汗，却十分开心。

当天，让建群村美梅村民小
组村民王纯贵更高兴的是，在建
群村“信用村新用户”授信仪式
上，他当场收到邮储银行发放的
10万元贷款。

“现在家里有十多亩荔枝，打
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王纯贵高
兴地说，随着“荔枝王”品牌打响，
他家的荔枝供不应求，他对发展
荔枝产业充满信心。

“希望我们村的荔枝卖到全
国各地，这样村民脸上的笑容就
更加灿烂了。”建群村党支部书记
吴明壮介绍，目前，建群村正在加
快发展村集体经济，获得“信用
村”牌匾，将为该村发展优势产业
注入金融活水。

据介绍，“信用村”建设，是指
邮储银行优选信用环境良好的行
政村，授予其“信用村”称号并授
牌，为村民发展产业提供信贷等

支持。村庄被授予“信用村”称号
后，农户不用通过担保或联保的
方式获得贷款，个人可直接申请
贷款，并可享受利率优惠。通过
创建“信用村”，可有效解决农户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信用村”
建设是邮储银行助力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

目前，邮储银行海口分行已
在辖区内6个镇授予11个行政村

“信用村”称号，发放贷款1.02亿
元；涉农贷款结余13.24亿元，近3
年在荔枝产业领域发放贷款近3
亿元，其中仅永兴镇就近1亿元。

邮储银行海口分行行长梁丰
说，下一步邮储银行海口分行将
加快推进“信用村”建设工作，拓
宽“三农”贷款的支持范围，扩大
普惠金融覆盖面，助力海南乡村
振兴。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谢凯 曾毓慧
特约记者 邓积钊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5月25日
傍晚，位于屯昌县屯城镇文体广场旁
的屯昌文化夜市里，当地居民王鹏和
妻子在长沙老豆腐摊位前停下，开始
挑选小吃。

“文化夜市是今年新开的，我们特意
过来逛逛，听音乐品美食小吃，享受夜生
活。”已在屯城住了十几年的王鹏说，屯

昌一直缺少上档次的夜市，之前只有一
条美食街，市民逛街休闲的选择少，如今
新开的文化夜市和明珠广场夜市（位于
屯城镇）成为他夜间消费的好去处。

今年以来，屯昌县委、县政府在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出多项
举措鼓励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
不影响市容市貌的前提下，先后开设文
化夜市、明珠广场夜市，设置统一整洁
的外摆摊位150个，引进企业打造美丽
夜景，同时加强对摊位、环境卫生、食材

等的监管，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夜间消费
需求，同时促进群众就业创业。

当晚，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屯昌
文化夜市看到，枫木腌粉、长沙老豆
腐、陵水酸粉、小串烧烤等美食小吃
让来到这里的食客大饱口福，夜市
十分热闹。

正在品尝美食的屯昌居民林忠明
点赞道：“政府充分考虑群众消费需
求，打造干净舒适整洁的夜市，让我们
的夜生活更加便利。”

屯昌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
开设夜市，既能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
又可让城市繁华起来，推动夜间经济
发展，给城市带来人气。

据了解，在开设夜市的同时，屯昌
还结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要
求，引导脱贫人口到夜市创业就业。

在“深海章鱼脚”摊位前，摊主林大
姐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忙着为客人
制作美食，“我是脱贫村民，得知政府要
开设夜市，我就报名过来做点小生意。”

林大姐说，她的摊位人气很旺，每个月
能卖出约2000份小吃，“靠自己的双手
赚钱，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屯昌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县建档立卡脱贫户入驻夜市经营摊
位可享受免一年租金的优惠政策，平
均下来，每户可节省1000元左右的经
营成本。目前，文化夜市、明珠广场夜
市共吸纳12户脱贫户创业，有效促进
了脱贫人口增收致富。

（本报屯城5月26日电）

屯昌开设两个夜市，丰富群众夜生活，促进就业创业

夜经济点亮城镇新生活

邮储银行推进“信用村”建设助力海南乡村振兴

信用生金 产业增色

国乒“奥运模拟赛”河南南阳站开打

海南队混双组合有望晋级8强

白沙举办传统服饰技艺培训班

2021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开幕

七大精彩活动邀您体验
特色活动一览

美食音浪嘉年华

2021定安幸福跑

定安百里百村品牌发布会暨乡村旅游专题推介会

“活力新定安 琼韵醉古城”琼剧大擂台

“品读古城 粽享定安”定安端午晚会

“网红”探店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