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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拆迁及迁坟通告
根据市政府下达的火山口绿色长廊拓宽项目征收前期工作要

求及秀英区人民政府下达的征地通告决定征收秀英区长流镇、石
山镇共52.9亩集体土地作为火山口绿色长廊拓宽项目建设用地。
征收土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石山镇范围内，四至范围以测
量埋桩为准。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业主和坟主，请在本
通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到长流镇人民政府、石山镇人民政府办理
拆迁及搬迁坟墓登记手续，逾期当作无业主建（构）筑物和无主坟
处理。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长流镇：王先生 13807577201
石山镇：李先生 13976989623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1年6月29日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20)海仲案
字第1527号调解书，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
金保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李尤忠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执
行一案，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本院已查封并扣押了被执行人李尤
忠名下丰田牌汽车一辆(车牌号为琼A2W190)，查封期限自2021年
6月15日起至2023年6月15日止。现本院拟对上述车辆予以处
置，如对该涉案车辆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5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逾期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法官
联系电话: 0898-36790614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303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1308号之二

受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澄迈老城镇澄江路
西侧西岸香舍1#综合楼3层211房（2楼整体商铺）。房产建筑面积
805.46平方米，拍卖参考价7900元/平方米。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
下：1、拍卖时间：2021年7月16日上午10时 。2、拍卖地点：海口市
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04房。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
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7月15日17：00时止。4、报名地
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
以2021年7月15日12：00前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200万元人民
币）。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
户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7、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071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
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66533938；
18689563567；15808959789。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万让2017-
62-6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兴隆旅游区太阳谷项目
西侧、莲兴西路东南侧地段

面 积

0.6586公顷
（合9.88亩）

出让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餐饮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1.0；建筑限高≤20米
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

挂牌起始价（万元）

890

竞买保证金（万元）

890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
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
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
求：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
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
条件。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
加竞买者请于2021年6月29日至2021年7月29日到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
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1年6月29日—2021年7月29日17：00
（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
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
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在2021年7月29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
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1年6月29日08时30
分，截止时间：2021年7月30日16时30分。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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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竞买活

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30 ，下午14：
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
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
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已完成
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2、土地
出让控制指标：餐饮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
指标应为≥5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为≥12万元/亩。项目达产
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
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
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
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
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
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
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
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
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
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2217899。
联系人：梁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29日

2021年6月24日22:50海口市公安局水上海岸派出所在
灵山镇东营墟麻锡村渡口查获一批违规入岛动物(鸭苗)60笼，
100羽/笼，共计6000羽,目前该批鸭苗已移交我局农林行政执
法大队，因货主不在现场，该批鸭苗目前已被我局农林行政执法
大队暂扣。

请上述货主三日内到海口市青年路36号3楼 301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处
理。如逾期或拒绝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视为货主主动放弃相
关权利，依法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勤浩;联系电话:6537630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1年6月28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公告

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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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盟海南省委会在海口与在
琼台资企业海南宝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座谈，双方就推动数字农业全产业链示
范园规划及加强海峡两岸休闲农业、旅
游业的交流合作等主题展开交流，详细
介绍海南自贸港最新政策、惠台措施。
与会台商表示，将把握自贸港建设机遇，
推动琼台交流合作再创新辉煌。

发挥“台”字特色，推动台商台企与
海南在多领域展开务实合作，是台盟海
南省委会助推自贸港建设的一个方面。
自“4·13”以来，台盟海南省委会紧紧围
绕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立足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实际，切实加强
自身建设，积极发挥党派优势，主动作
为、履职尽责，取得了新成绩，作出了新
贡献，展现了台盟党派担当。

三年来，台盟海南省委会把参政议
政工作与“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作贡献”活动紧密相结合，持续关
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聚焦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各项
调研和提案工作成绩显著。

积极建言资政，谋划发展之策。近
年来，台盟海南省委会围绕海南自贸港
建设，就“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研
究”“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在最高开放形态下如何做好
风险防控”等重点课题到海南市县、高校

等地进行考察调研，赴福建、广东等地区
学习先进经验，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积极建言献策。调研成果提炼出的
《完善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风险防控机制》
《关于探索建设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的
建议》被选为海南省政协七届三次、七届
四次会议大会口头发言。

近年来，台盟海南省委会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在省政府、省政协、省委统战
部等相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优
化我省营商环境”“打造引领国际消费潮
流的海南消费智能岛”“加快消费领域信

用信息向自贸试验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统一归集”等意见建议，助推海南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两岸交流“窗口”，探索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目前，由台盟海南省委会联合
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省台办等单
位主办的“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
研讨会”成功举办了11届，已形成台盟中
央和我省统一战线的品牌活动。该研讨
会共收到论文500多篇，出版8期论文
集，对加强琼台交流合作，助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产生积极意义。

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加
强交流合作符合彼此的心愿。台盟海南
省委会积极争取台盟中央支持，已连续
3年参与承办海南台商峰会，积极组织
台商就深化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和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展开探讨，进一步增加台
湾乡亲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了解，充分
挖掘合作潜力，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和
两岸文化经济融合发展。

近年来，台盟海南省委会不断加强与
台商台青的联络工作，常态化实地走访在
琼台企台商，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推介国家和海南的各项惠台政
策，为台胞在琼创业就业提供便利，鼓励
更多台商抓住自贸港机遇来琼发展。

寻一脉相承文化，觅两岸同根同源。
2021年春节前后，台盟海南省委会邀请因
疫情原因无法回台湾过年的台青台商代
表参与线上联欢、年俗文化等活动，以共
同的文化记忆，搭建与台胞的“乡情桥”。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之年。台盟海南
省委会将大力发扬“三牛”精神，积极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
践，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高质
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和推动两岸经
济社会融合发展贡献台盟智慧。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洪虹）

台盟海南省委会：

发挥“台”字特色 书写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助力建设自贸港 统一战线在行动

本报三亚6月28日电（记者徐
慧玲）海南日报记者6月28日从三亚
市教育局获悉，近年来，三亚普及中小
学生游泳教育，加快推进中小学生“学
游泳、防溺水、懂救生”系统教育工程，

今年以来，三亚有2万余名学生参加
游泳培训，1.78万余名学生学会游泳
并通过考核。

三亚海多、河多，水域情况复杂，
中小学生水上活动安全是教育部门

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为在三亚广
大中小学生中普及游泳安全知识和
游泳技能，三亚市教育局结合实际，
出台了《三亚市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
育实施方案》，全面启动普及中小学
生游泳教育工作。”三亚市教育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方案明确三亚投入资
金配齐相关设施设备，截至目前，三

亚共建成并投入使用游泳池20个，
其中18个是拼装式游泳池、2个为土
建游泳池。

专业师资力量是保证游泳教学
质量的重点。三亚中小学校通过
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对学生开
展专业游泳培训。目前，三亚中小
学体育教师接受了游泳业务培训，

各学校专（兼）职游泳师资基本能
够满足开展游泳教育、训练、救生
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为检验游泳培训
效果，除了抽查外，三亚还通过举办
中小学生游泳比赛等方式，以赛促
学、以赛促训，从而巩固提升游泳教
学成果。

今年以来，三亚加快推进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1.78万余名学生学会游泳
我省6月小客车摇号
配置结果出炉
中签率40.5%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6月26
日15时，海南省第33期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增量
指标配置结果出炉，本次中签率为40.5%。

海南省第33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
人摇号有效编码23143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
612个。当天共产生9388个个人普通小客车中
签编码，612个单位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

现场配置仪式结束后，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
调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1小时内在调控系统
（www.hnjdctk.gov.cn）公布指标配置结果，申
请人可直接登录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
息系统网站查询中签结果。

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示，对提供虚假信息、材料，伪造、变造指标证明文
件以及转让指标的，由调控管理机构取消该申请
人的申请资格、收回已取得的指标，3年内不再受
理该申请人的指标申请。盗用、冒用他人信息申
请指标的，由调控管理机构收回指标。有关增量
指标配置的业务咨询，可登录调控系统首页“咨询
导 航 ”中 留 言 或 拨 打 服 务 热 线 68835091、
68835092、68835099咨询。

北师大海口附校今年
计划招收540名新生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我省中考网上志愿填报正式启
动。6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以下简称北师大海口附校）校
长陆炳荣对该校今年的招生计划、报
考条件等家长学生们关心的问题进行
了解答。

据了解，今年秋季，北师大海口附
校今年秋季高一年级计划招收540
人，设12个班。“北师大海口附校作为
新增的省一级甲等学校，除面向全省
统招的创新实验班和国际班录取批次
在提前批，其余计划均在第一批进行
录取，而不是往年的第二批录取，这是
今年计划报考我校学生需要注意的一
个重大变化。”陆炳荣提醒道。

据悉，近三年该校录取分数线为，
2018年：提前批700分，第二批645
分；2019年：提前批728分，第二批
686分；2020年：提前批754分，第二
批705分，国际班707分。

需要提醒的是，今年的中考总分
是890分，而去年总分是820分。考
生在估分报考时，要考虑总分的变化，
以及该校录取批次由二批到一批变化
带来的分数差。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6月28日从省商务
厅获悉，我省积极采取系列举措促进
餐饮消费，今年前5个月，全省餐饮收
入 98.8 亿元，同比增长 102.8%，较

2019年同期增长6.7%。
我省举办“寻味海南”活动，通

过线上线下、多种媒体形式强化海
南餐饮品牌推广，举办系列促消费
活动，加大行业标准的推广实施力

度，加强异地合作交流，加快引进餐
饮知名品牌。

今年下半年，省商务厅将会同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举办2021年
琼粤港澳美食文化交流系列活动。

前5月海南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02.8%
今年下半年餐饮领域系列活动将举行

6月27日，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乌石白马岭茶业公司基地六队茶园里，采茶女工在试用采茶机采摘茶叶。据
了解，目前，传统手工采茶劳动强度高、人工需求大，使得采茶工紧缺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难题，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部分茶园开始探索以机械代替人工采茶，推进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邓钰 图/文

下半年美食活动
名厨争霸·琼粤港澳名厨交流赛 研发琼菜精品，提升琼菜烹饪技艺
名厨论道·琼粤港澳星厨峰会 研讨“厨技、厨道、厨心”
名食材鉴赏·名特优琼式食材展示推介会 展示琼菜文化及名优食材

夜市经济现场会 海岛美食节等活动 本周琼岛天气晴热少雨
部分乡镇气温或达40℃以上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
员刘爽 郝丽清 郭冬艳）省气象台6月28日预
报，本周海南岛天气晴热少雨，五指山以北地区将
持续大范围37℃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乡镇或达
40℃以上。

陆地方面

6月28日～7月4日

海南岛

全岛晴间多云

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

五指山以北地区36℃～39℃

个别乡镇可达40℃

五指山以南地区33℃～36℃

最低气温中部山区24℃～26℃

其余地区28℃～31℃

未来30天趋势预测

7月

平均气温全省略高

月雨量偏多

主要降水时段

上旬中期、中旬前中期、下旬前中期

制图/张昕
采茶器助力采茶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