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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七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3HN005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恒天名家七套房，每套房建
筑面积约为116m2，挂牌底价为80.06万元至84.15万元不等，保证
金25万元/套。恒天名家小区周边住宅小区众多，产业集聚程度较
优，超市、活动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交通便利，是居家置业
的理想选择。公告期：2021年6月24日至2021年7月7日。受让
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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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6月24日

海南华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司、洋浦鑫友

实业有限公司、洋浦恩威贸易有限公司、刘瑞君、刘远生、张家慧、刘

义珊、牟珍琼：

根据我行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

行已将对贵方享有的在编号为“海口农商银社/行2017年固借（诚）

字第027号”《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

将债权转让事实通知贵方，贵方应自本公告之日起，直接向海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上述《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

公告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会通过，我局按程序编制海文高速文
昌潭牛加油加气站服务区（西侧）项目用地性质及规划控制指标论证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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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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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关于进行《海文高速文昌潭牛加油加
气站服务区（西侧）项目用地性质及
规划控制指标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长影环球100宝龙城S-0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
新区南片区E0602-S-02地块。项目于2020年8月通过规划许
可。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
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与海住建施[2020]590号文，对该项目实施装
配式建筑部分进行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182782m2，计
容建筑面积不变，仍为165405.63m2，装配式奖励面积5025.7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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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至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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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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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市长影环球100宝龙城S-02地块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1年7月21日10:00
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以
增价拍卖方式进行现场公开拍卖，现将第一次拍卖公告如下：一、本
次拍卖标的物：海南省文昌市清澜高隆湾沿海地段的81837.80平方
米(约123亩）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国用（2013）第W0305473
号】。保留价：人民币552697300元。竞买保证金：110539460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月19日止。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1年7月19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以保证金款项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
号：1009689490004019。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
（2021）琼96拍1号竞买保证金。三、查封情况：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已查封上述土地使用权。四、抵押、租赁情况：无。五、瑕疵
说明：拍卖标的为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文昌
市清澜高隆湾沿海地段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国用（2013）第
W0305473号】，本次拍卖标的物按现状拍卖，现状具体情况以海南
中兴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兴华房估字【2021】字第
03043号房地产价值鉴定报告内描述为准，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作任何承诺和保证。
六、关于上述宗地土地闲置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文自然资函（2021）1630号《关于协助处置
文国用（2013）第W0305473号闲置土地的函》的请求，将协助该局
从上述宗地拍卖所得价款中扣留3140.9348万元用于支付土地闲置
费；上述宗地属于围填海造地项目用地，并禁止商品住宅建设，需进
行产业转型重新确定用地性质后方能开发建设。七、竞买人条件：
竞买人必须符合上述不动产所在地限购政策规定的条件，具体限购
政策规定可向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咨询。竞买人因不符合限购政
策规定条件而导致不能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亦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八、本次拍
卖为整体拍卖，本次拍卖所产生的所有税费依照法律规定由买受人
和被执行人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各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
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华海路海口经贸大楼9楼；联系
电话：0898-66721736 13807653966 黄女士；委托方监督电话：
0898-65307907、65301031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1）琼96拍1号

受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7月9
日下午15时在五指山市通什镇河北东路7号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二楼会议室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
1、标的名称：五指山市通什镇溪林雅居（二期）项目用地花岗

岩片石；2、花岗岩片石资源量：62763m3，用途：B类装饰装修材料；
3、花岗岩片石位置：五指山市通什镇溪林雅居（二期）项目用地；4、
竞买保证金及参考价：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8万元；拍卖起始价
为人民币36万元。

二、报名对象及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企业
（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营业执照具有建筑材料销售，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因本次拍卖处置的片石位于通什镇溪林雅居
（二期）项目内，为保证及时将片石运出施工场地，避免影响项目施
工，竞买人需与五指山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五指山市

通什镇溪林雅居（二期）项目用地范围内花岗岩片石运输合作意向
协议》方可参加竞买。竞得人应与五指山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就包括但不限于开采方式、运输等具体事项自行协商，委托人不再
承担相应义务及责任。

三、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由竞买人自行
踏勘。

四、报名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7月8日下午17时前
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报名手续（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有意竞买者必须以公司账户以电汇或转账形式（不接受现金）缴纳
竞买保证金，以个人名义及其他账户交纳的，委托人和拍卖人一律
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联系电话：0898-68551218 林女士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网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郭
萃 计思佳 特约记者刘伟 通讯员
陆兴茂）海南日报记者6月 23日从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获悉，该区经
过近年来不断加强中小学生的游泳
培训教育，已有近 4万名学生学会
了游泳并通过考核。今年该区计划

新建 1个拼装式半池，并争取年底
前完成施工。

近年来，龙华区积极推进区属中
小学校（含民办）的游泳培训工作，规
范教学管理，提高游泳教学质量，并重
点强化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龙华区
共38所中小学校（含民办学校）已经

开展游泳教育培训，已累计考核合格
3.97万人。

据悉，龙华区目前共有6个学校
泳池，其中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泳
池、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泳池、海口
市龙桥学校泳池、海口市新坡中学
泳池、海口市龙泉中学泳池等 5个
已建好通过验收并全部投入开展游
泳培训，海口市坡巷小学泳池在建，
目前该固定泳池主体结构完成，正

在安装设备。同时，为解决遵谭镇
辖区无学校游泳池和社会游泳池的
问题，今年龙华区计划在东谭小学
建设 1个拼装式半池，并争取年底
前完成施工。

今年，龙华区将继续推进龙华
区中小学生游泳培训工作，计划新
增中小学生游泳培训 8362 人。“我
们将继续做好查缺补漏工作，争取
完成在校学生人人学会游泳的目

标，并加强学校游泳池管理，充分
利用第三方培训机构的师资力量，
巩固提升学生的游泳能力。”龙华
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龙
华区还将充分利用学校泳池便利，
研究开展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使得游泳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策划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比赛，营造

“强培训、防溺水、懂自救”的氛
围。

海口龙华区推进中小学游泳培训教育

今年计划新增培训8362名学生学游泳 打击套购走私宣讲团走进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良子）6月22下
午，由省委政法委组织的打击离岛免税套购违法
犯罪宣讲团走进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该校
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范套购走私违法犯罪的法
治教育课。

宣讲会上，海口海关缉私局查私处处长、一
级高级警长邱焕禄从离岛免税政策解读、什么
是套购走私、套购到底伤害了谁等方面向同学
讲述了套购走私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宣讲过程
中，他结合我省高校校园内近期发生套购违法
犯罪的典型案例，剖析了当下大学生发生套购
行为的心理特点和外界诱因，详细讲解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一个个鲜活的典
型案例、一组组翔实的数据都在教育引导该院
广大师生珍惜美好生活、远离免税套购走私违
法犯罪。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宣讲会加深了学校师生对离岛免税相关法
律法规的了解，提高了师生对离岛免税套购走
私行为的认识，增强了广大师生的法律和教育
意识。

打击离岛免税套购
违法犯罪行为

省琼山戒毒所驻万宁琼海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良子）6月21日，海南省琼山
强制隔离戒毒所分别在万宁、琼海举行驻地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站）揭牌仪式。

据了解，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与万宁、琼海
两市挂牌成立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
（站），是运用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专业优势为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及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开
展后续照管、延伸帮扶提供指导服务，把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海南省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戒毒工
作社会化延伸是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
本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参
与自贸港建设社会治理工作的迫切需要，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的建设要坚持科学指导、
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省琼山所的专业人才
资源优势，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协助配合万宁市政
法委探索建立定期协商机制、联动照管机制、检查
考核机制等工作新机制，实现指导社戒社康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护航自贸港 禁毒在行动

海南高尔夫球手袁也淳
获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东京奥
运会组委会6月23日公布了参加东京奥运男子
高尔夫球赛的球手名单，海南省高尔夫球队的袁
也淳排在第57名，将代表中国队参加东京奥运会
男子高尔夫球比赛。这是海南高尔夫球队选手第
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

这是我省运动员获得的第3张东京奥运会入
场券。这3张入场券分别来自3个不同项目，他
们分别是毕焜（男子帆板）、袁也淳（高尔夫球）、高
盼（跆拳道）。

7月17日，袁也淳将前往北京做参加奥运会
前的准备工作。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袁也
淳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争夺奖牌。

袁也淳 2017 年加盟海南省高尔夫球队。
2018年，他入选国家队参加雅加达亚运会，帮助
中国队获得团体银牌。

6月21日，在儋州市夏日广场举行第三届儿童小篮球比赛，来自全市16家幼儿园
约140名小朋友参加了本次比赛。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省2021年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以下简称中考）将于6月25日
至27日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6月
23日上午召开的2021年中考和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海口考区
工作专题会上获悉，海口已完成全市
25个中考考点的考场设置和人员配
备工作。在普通考场，每个考场安排
30人，考生座位横向间距不得低于
80厘米，纵向间距根据考场实际面积
尽量增大。考试过程中出现的发热
考生将被转到隔离考场，根据延误的
作答时间相应延长考试时间。

据介绍，今年海口中考全市共设
25个考点、1004个考场，海口考生共

计29810人；八年级生物、地理考试时
间是6月27日下午，共设25个考点，
1052个考场，考生共计31263人。同
时，高中合格考时间为7月7日至8日，
海口全市共设18个考点，4453个考
场，考生为高一、高二、高三学生，共计
36363人，考试科目为政治、物理、地
理、生物、化学、历史、技术7个科目。

海口在每个考点都成立了“六组
二室”，即试卷保管组、考务组、播音
组、保卫组、后勤组、医疗防疫组、考
点办公室和带队教师值班室。全市
共抽调3400人参加考务工作，其中
副主考261人，监考员2304人，其他
考务人员1096人。同时各考点还增
设了1名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全市

四个区派驻8辆救护车，确保医疗防
疫工作落实到位。

根据《2021年海口市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所有
考点设置普通考场、隔离考场和备用
考场三类考场。其中，每10个普通
考场设置1个隔离考场，每个考点不
少于3个隔离考场。

考试过程中，考试工作人员如发
现考生出现身体状况异常症状，要立
即报告考点学校的疫情防控专职副
主考，由医疗防控专班人员指导该考
生佩戴好口罩并送至学校指定隔离
区域，同时由监考员记录考生停止作
答时间并报给专班人员。

医疗防控专班人员要测量并记

录该考生体温，询问核实相关症状，
鉴别诊断并初步评估是否需要进行
核酸检测。随后，医疗防控专班人员
要将该考生送至隔离考场完成该科
考试，并根据延误的作答时间相应延
长考生考试时间。

该科考试结束后，医疗防控专班
要及时联系并专人专车护送该考生
去定点医院就诊，并根据医院意见安
排该考生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对该
考生的试卷、答卷等材料，考点要采
用不影响答卷字迹的方式消毒，消毒
后按考务要求单独封装。此外，医疗
防控专班人员应当场简要向该考生
原所在考场的考生进行解释和说明，
避免引起其他考生恐慌。

海口完成全市25个中考考点考场设置
每个考场安排30人，考生座位横向间距不得低于80厘米

今年9所公安院校的
公安专业在琼招生
7月1日起进行体检等工作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2021年共有9
所公安院校的公安专业在海南省招
生。6月23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事
项公告，对招生工作进行部署。

据悉，2021年共有9所公安院校的
公安专业在海南省招生，包括：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
刑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
林警察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江西警察
学院、云南警官学院和新疆警察学院。

海南省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
安专业的考生，须参加由海南省公安厅
实施的体检、面试、体能测评和政治考
察，其中报考新疆警察学院侦查学专业
（维语方向）的考生，属于定向培养人才
（定向招录单位为万宁市公安局，要求
最低服务年限为20年），还须参加公务
员录用考试。

根据招生工作安排，此类考生体
检时间为7月1日7时30分前报到，
地点另行通知；面试时间为7月2日
上午，地点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实训
大楼；体能测评时间为7月3日上午7
时30分前报到，地点为海南省人民警
察高级培训学校；政治考察时间为7
月4日至7月8日17时，材料提交地
址为海南省公安厅。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在提前批次录取
对应届、往届考生不作限制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6月23日，海南省
考试局对海南省2021年中央司法警官
学院招生工作有关事项作出说明。

根据要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
生对象为参加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中毕业生或具
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年龄不超过22周
岁（1999年9月1日以后出生），未婚。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所有专业及专
业方向都在提前批次录取，考生须在提
前批录取院校栏内填报中央司法警官
学院志愿，对应、往届考生不作限制。
高考外语语种不限，但新生入学后外语
课程教学只安排英语语种，海南省考试
局提醒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填报。

篮球小将夏日竞技

关注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