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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关于国家医保信息平台上线的公告

为更好的服务全省参保人及提升医疗保障信息化水平，按照省委省

政府和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一安排部署，2021年6月19日国家医疗保

障信息平台在全省上线，上线期间将暂时影响全省医保、社保相关业

务，根据《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国家医

疗保障信息平台上线运行的公告》。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详情请扫码查看。

地 址 ：海 口 市 美 兰 区 海 甸 岛 怡 心 路 9 号 电 话 ：66522312

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
电话：0898—12366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网 址 ：http://hainan.chinatax.gov.cn/

陵水黎族自治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以“奋楫争先履职责、砥砺前行担使命”的豪迈气概,持续推进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工作落深落实落细,让“尊崇”之花绽放得更加鲜艳!

强化教育、主动作为、维护权益，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服
务和保障工作。（详情请扫码查看）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南干道文明路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电话：0898-83326861

滨湾嘉园二区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青年路，规划用地面积共
为12270平方米（折合18.40亩），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会文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项目总建筑面积 19798.93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2264.11平方米，容积率1.0，建筑密度13.98%，绿地率40.81%，建筑
高度9层，停车位117个，充电停车位12个。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
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
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1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清大道19号人民政府服务中心
三楼306，邮政编码57132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咨询电话:0898-63388190，联系人:符周飞。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6月10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滨湾嘉园二区项目的批前公示
滨湾嘉园三区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青年路，规划用地面积共

为9006.35平方米（折合13.51亩），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会文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项目总建筑面积 5216.54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3151.20平方米，容积率0.35，建筑密度19.51%，绿地率45.56%，建筑
高度4层，停车位22个，充电停车位3个。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
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等
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1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清大道19号人民政府服务中心
三楼306，邮政编码57132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咨询电话:0898-63388190，联系人:符周飞。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6月10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滨湾嘉园三区项目的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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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抱罗
镇镇区开发边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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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至2021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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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关于进行《<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文昌市抱罗镇镇区开发边界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2021）琼01破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李秋丽的申请，于2021年3月24日裁定受理海口

亿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5月17日指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为海口亿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海口亿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7月20日前，向
海口亿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6层B座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联系
人：林少勇；联系电话：0898-66518572、13907599795，传真：66511800)。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口亿融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口亿融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5日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除了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之外，还需根据代理人的身份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相关材料。特此公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徐州市中桥拍卖有限公司
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10：00在中拍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下
坎东路45号（原琼山市府城镇东管区洋上队）吉祥楼下列资产：1、501
号房产，建筑面积72m2，产权证号：琼山市房权证府城公字第01378
号；2、505号房产，建筑面积45m2，产权证号：琼山市房权证府城公字
第01379号。参考价格：501房64.62万元，505房41.3万元。

拍卖告知：1.上述资产过户税费由买受人和委托人按规定各
自承担；2.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6月28日17时在标的
所在地公开展示（需电话预约）；3.竞买保证金：501房15万元整，
505房10万元整;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4.徐州市国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和评估机构职工及直系亲属不得参与竞买；5.竞买人需
符合海口市限购政策；6.有意竞买者请于6月28日17时前到拍卖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京海拍卖地址：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
电话：68520771 18889289611
网址：www.0898paimai.com
中桥拍卖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中山南路55号
电话：0516-83705968 网址：www.xzzqpm.com

海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召开的
海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采访座谈会
上获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入查纠
整改环节以来，五指山、琼中、白沙、
保亭4个市县聚焦重点难点，整治顽
瘴痼疾，扎实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回应群众期盼，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教育整顿的成果。

为提升工作效能，省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第六驻点指导组成立专家组，

前往4个驻点市县开展重点案件巡
回督查工作，从各市县“有黑无伞”

“黑大伞小”、群众反映强烈、反复信
访的案件（线索）中选取3至5个进
行重点查办，形成典型案例，推动自
查自纠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打
通堵点，4个市县建立工作例会制
度，定期研究解决教育整顿过程中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点部署顽瘴
痼疾专项整治工作。

白沙县人民法院针对当地实际，

积极开展“6+X”模式顽疾整治，加强
排查司法不规范行为。琼中县公安
局开展顽瘴痼疾大起底、大铲除、大
根治行动，分类施策，精准整治，制
定13个公安队伍顽瘴痼疾整治子
方案。保亭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
箱，通过传统媒体发布、张贴海报、
设置宣传栏等方式发布公告，畅通
群众举报顽瘴痼疾通道，全面收集
政法队伍整顿线索，营造开门整顿
的社会氛围。

4个市县针对存在顽瘴痼疾问
题逐项列明整改措施、完成期限和整
改情况，切实将存在顽瘴痼疾问题逐
一整治销号。同时，4个市县以查纠
整改为重要抓手，回应群众期盼，履
职尽责为群众办好实事。五指山市
委政法委印发《五指山市政法单位帮
教有不良行为未成年学生工作方
案》，着力解决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
的突出问题，努力消除危害青少年成
长的隐患。白沙开展未成年人飙车

专项整治活动，共查处飙车行为182
起，教育未成年人261人；上线“白沙
县普法在线”微信小程序，全县45名
村（居）法律顾问完成平台注册，方便
群众免费线上咨询法律问题。保亭
县人民法院调解办结103件涉及常
乐居小区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件，切实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4
个市县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
满意度。

五指山、琼中、白沙、保亭4市县推动教育整顿查纠整改见成效

刀刃向内清瘴疾 回应期盼利民生

陵水首家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揭牌

本报椰林 6 月 9 日电（记者贾
磊）6月 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首家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在该县
英州镇揭牌启用，旨在进一步完善
当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发挥社会
工作在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提升基层公共服务的能力。

当天，陵水县民政局与项目承接
单位海口市飞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签订项目合作协议。陵水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将践行“助人自
助”的社会工作理念，综合运用专业
知识、技能和方法，预防和解决社会
问题。在人才发展方面，陵水还将
加大本土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力度，
做好社工站服务人才保障，全面客
观把握服务需求，让民政工作更有
温度和深度。

“今后，我们将以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服务站建设为抓手，破解民
政领域重难点问题，提升民政服务
质量。”陵水县民政局办公室负责人
周其武说。

本报讯（记 者 良 子 曾 毓 慧）
“你看，这非常方便，有急需了解的
法律问题，点开这个微信小程序，
就能向我们的法律顾问在线咨
询。”6月 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白
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采访时，村民
林亚帐熟练地向记者演示“白沙县
普法在线”小程序的操作。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为有效

满足村民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需求，白
沙县司法局在创新研发“白沙县普法
在线”信息化平台基础上，把全县45
名村（居）法律顾问的法律服务嵌入
该小程序，让村（居）法律顾问真正成
为群众的“掌上顾问”。

白沙地处海南中部山区，村民用
法维权意识淡薄，维权成本较高。近
两年来，白沙县司法局对症下药，推

进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为全县92
个村(居)委会配备了村（居）法律顾
问，有效满足了群众的法律服务需
求。今年，该局创新村居法律顾问举
措，推出“白沙县普法在线”微信小程
序，包括了“法治要闻”“法治白沙”

“普法专栏”等内容，村民可足不出户
学习法律法规相关知识。该局将
传统的“大杂烩普法”升级为“专题

普法”，把原先的折页普法、广播普
法、横幅普法变成“法治公园”，这
些举措既接地气，又提升了普法的
质与量。

“村（居）法律顾问每个月到村
里服务一次，在村里提供服务的时
间并不多。”白沙县司法局局长谢
楚城介绍，在村民遇到法律专业问
题急需律师提供专业解答时，律师

很难及时到位。推出村（居）法律
顾问在线服务后，节约了群众的时
间与金钱成本，打通了普法的“最
后一公里”。

据统计，“白沙县普法在线”小
程序上线一个月，在线咨询人数有
96人次，律师已回复问题81条，帮
助解决了群众在土地、劳务、治安、
民事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多家儋州粽企
将亮相海南端午名粽展

本报那大6月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将于6月11日在海
口新城吾悦广场开幕。本次名粽展旨在弘扬传统
文化特别是粽子美食文化，促进海南消费升级，打
造海南粽子品牌，做大做强海南粽子产业。活动
吸引了儋州福海、小晓家、盘中餐等儋州多家粽子
企业参展，届时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在活动现场品
尝和购买到地道风味的儋州粽子。

儋州优良的自然环境、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
环境、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特的儋州美食文化。
儋州粽子是当地传统美食名点，历史悠久且风味
独特。儋州粽子种类繁多，体态硕大，从叶到馅都
极具特色，尤以伏波虾米红鱼粽、肉粽、鱿鱼粽、干
贝粽等最为出名。

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粽子产业
发展，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2014
年，率先在全省成立儋州粽子行业协会，涌现出20
多家粽子生产企业，粽子产量与销量年年攀升，品
牌效应日益彰显。2016年，“儋州粽子”被纳入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据了解，本次活动时间为6月11日至13日，为
期3天，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南日报有限
责任公司、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琼海
市商务局、万宁市商务局、定安县发改委共同承办。

6月8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项目正加紧施工,大楼装修脚手架陆续拆除，大楼逐渐露出“真容”。
据了解，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于2018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按规划将建成一所集医疗、康复、教

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项目共分三期建设。目前，三期项目即将竣工验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白沙创新公共法律服务举措，将村（居）法律顾问服务嵌入普法在线小程序

法律顾问一键点 服务村民“零距离”

澄迈名特优农产品
香飘上海农博会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叶少华）6月7日至
9日，第五届上海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在上海世博
展览馆举行。澄迈组织全县11家企业携37种名
特优农产品亮相上海农博会。据统计，澄迈展馆
三天销售额50.2万元，意向订单金额1610万元。

无核荔枝、桥头地瓜、福山咖啡、瑞溪牛肉干、
澄迈凤梨……在澄迈展馆中，热带水果、优质畜产
品等澄迈名特优产品吸引了众多观展者的目光，
前来购买的采购商和上海市民络绎不绝。

澄迈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参加此
次上海农博会，为后续建立农产品产销对接，扩大
市场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发挥富硒土地资源和品
牌优势，助力农民增收。

海口开展“世界认可日”
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冯
毅）6月9日是第十四个“世界认可日”，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等
20家机构开展“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活动。活
动为市民提供了免费的珠宝玉石饰品检测，机动
车、室内空气惠民检测咨询等服务，并普及了检验
检测认证相关知识。

“3C强制性认证，涉及电子电器产品等17个
大类，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有有机产品认
证，消费者在购买有机产品时应留意包装上是否
有有机认证标识和有机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介绍。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项目
即将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