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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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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万城7月22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7月22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
该市近日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9
项市级事项清单，包括“关心教育保
障、关爱全民健康、关怀民生工程、关
注为民服务”等4方面9项工作。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为民办实事事
项都聚焦群众“身边事”，回应群众诉求

和期盼。其中，较为受关注的事项为：
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积极推
进与北师大教育集团合作北师大万宁
附属小学项目于9月份开工建设年内
完工，加快推进5所公办幼儿园项目建
设，新增学位1350个，有效解决市公办
幼儿园学位部分缺口。同时，万宁还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开展对贫困学
生和困境儿童的关爱活动18场。

在关爱全民健康方面，万宁在全
市10个镇和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的
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标准化发热诊室，
截至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发热诊
室的有9家，正加紧施工的3家工程进
度已完成88.2%；同时组织20名医务
人员志愿者专家队伍，到12个镇和兴
隆华侨旅游经济区进村入户为群众进
行健康检查、提供健康知识咨询等。

在关怀民生工程方面，万宁将完成
对礼纪镇、大茂镇、南桥镇、龙滚镇、后
安镇的10个主要通道要道水毁点修复
工程，目前已完成7个。设立4个职业
技能提升实训基地，截至目前，1947名
学员通过培训提升技能，205人成功就
业；就槟榔产业黄化现象严重问题，着
手建立槟榔黄化重病园区的隔离更新
及试验示范试验基地。

在关注为民服务方面，万宁将精
心打造万城镇西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试点，除了有效解决西门社区
7338人办事，同时方便周边居民流动
人口约5万人办事；优化政法机关公共
服务，上线“村（居）法律顾问”平台，开
设特殊人群绿色通道和上门服务，并
向社会开通“24小时自助法院”，截至
目前，共为群众办实事42类245件。

万宁发布9项“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

聚焦群众诉求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嘉积7月22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罗颖）“办好的证件会寄
到海口，减少了我来回跑的次数，这
个举措非常不错。”7月22日，海口市
民赵学伟说起在琼海市政务服务中
心的办证体验，连连称赞。

赵学伟在海口一家人力资源服
务公司工作，近年来，随着琼海医疗、

旅游等产业的不断发展，公司瞄准商
机，想在琼海开设分公司。为此，赵
学伟来到了琼海市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相关证件。

本以为过几天还要再到琼海拿
证，赵学伟却从办证窗口工作人员处
得知，现在琼海开通了政务服务免费
邮政寄递服务，证件办好后，就可以

直接免费邮寄到他所指定的地址。
政务服务免费邮政寄递服务，是

琼海市行政审批局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坚持把学习党史与总结经验、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

自今年6月1日起，为进一步创
新政务服务模式，让企业和群众少跑

腿、好办事、不添堵，琼海市行政审批
局与琼海市邮政分公司携手合作，为
办事人提供免费寄递代办服务，开启
了“全程网办 政府买单 快递送达”
的服务模式。办事人在申请完成申
办的事项后，可以选择邮政寄递的方
式，证件在制办完成后将通过邮政快
递第一时间寄递给办事人。

琼海市行政审批局办公室负责
人说，该局在不见面审批改革工作经
验基础上，将免费邮寄业务的范围扩
大至入驻政务大厅的全部审批事项，
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利企“最后一公
里”，不仅推动琼海政务服务能力全
面提升，也将以高质量的政务服务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

琼海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供政务服务免费邮政寄递服务

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

■ 张永生

学党史
李保国生前为河北农业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
山，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
育人第一线。从河北省原邢台县前南
峪到内丘县岗底村，从临城县凤凰岭

到平山县葫芦峪，道道山梁，条条沟
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30多年间，李
保国先后完成山区开发研究成果28
项，技术累计应用面积1826万亩，让
140万亩荒山披绿，带动农民增收58.5
亿元。李保国逝世至今已有5年，但当
地群众对这位“农民教授”依然十分感
念，“太行新愚公”的事迹仍震撼人心。

悟初心
2013年2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甘

肃调研时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这样
的要求：要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

决问题，多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开
局面。“太行新愚公”李保国常年奔波忙
碌在太行山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
生态文明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他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共产党人具有
的赤子情怀、奋斗精神、高尚品格，为广
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
在于察其疾苦。”多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解决问题，多到发展最困难的
地方去打开局面，展现了一种优良的
作风。只有心中装着群众、时刻想着

群众，才能主动走进基层、走近群众，
嘘寒问暖，查漏补缺。多到群众最需
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多到发展最困
难的地方去打开局面，也是一种重要
的工作方法。群众的哪些需要最迫
切？解决哪些问题的呼声最急切？
只有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才能听得
更真切、了解得更全面，工作起来才
会更有针对性。反之，来时一窝蜂、
去时一阵风，看似很热闹，其实是在
走形式，不能解决问题，更难让群众
满意。

天下事，往往知易行难，千难万

难，坚持最难。我们常说，改作风要
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这

“印”这“痕”，就体现在多到群众最需
要的地方去、多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
去，体现在为群众解决最迫切、最现
实的问题。当前，海南正在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持续
改善群众生活，让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需要党员干部多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解决问题、多办实事；牢牢把
握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步伐，需要党
员干部多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
开局面、闯出新路。

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广告·热线：66810888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衍宏•悦城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衍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16192.47m2（约24.28亩），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登仙岭路。公司现向我
局申报建筑设计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6663m2

（计容建筑面积32384.47m2），容积率2.0，建筑密度22.4%，绿地率
30%。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7月23日至8月2日）。2.公示地点：琼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
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2日

“海南龙源·凤凰城B区一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海南龙源·凤凰城B区一期业主∶

您好！在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注下，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2公里北侧的凤凰城B区一期现已竣工。请您
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我公司办理交房手续。

交房期限为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31日，在此期间收
房按实际交房日期计算物业管理费，届时若因您个人原因未能前
来，视为我公司已在交房期限届满之日向您完成了交付商品房的义
务，且视为房屋交接完成，您须从2021年9月1日起承担物业管理
相关费用。

一、您来办理入伙手续时请备齐以下资料∶1、购房合同原件及
复印件2份（主要办理交房及房产证使用）；2、业主身份证（未成年
人还需提供出生证明）及其复印件3份；3、单位购房者还应带公司
法人证件、公章及委托书；4、《入伙通知书》；5、已缴款项的收据或发
票；6、物业服务应缴的费用。

二、如您委托他人来办理，除第一条必备的资料外还应带上：1、
您〔业主〕的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2、您〔业主〕的身份证或护照
的原件和复印件一份；3、代理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原件和复印件各
一份。

详情请致电：0898—31630888
海南龙源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3日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众成休
闲农业有限公司、海南鼎畅新型农业有限公
司、海南合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祥泰
达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众成休闲农业有限公
司、海南鼎畅新型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合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
南祥泰达休闲农业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热讯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借款人海南阳明山农工贸实业开发公司及其
担保人、抵押人三亚市红沙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金川国际旅游
开发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海南众成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海南鼎畅新型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合
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祥泰达休闲农业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众成休闲农业有限
公司、海南鼎畅新型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合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祥泰达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
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责任。特此公告。

海南众成休闲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鼎畅新型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合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祥泰达休闲农业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7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7月30日10时至2021年7月31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电脑端：https://paimai.jd.

com/album/2768075）组织拍卖：1、丰田牌TV7250Roya1AD车1

辆，起拍价：41966.4元，竞买保证金9000元；2、尼桑ZN6452W1G

车1辆，起拍价：27136元，竞买保证金6000元。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

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

咨询电话：0898-31982239 18876032559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

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兆能 ZN800、
ZN801型号终端版本升级，具体安排时间如下：

1、2021年07月27日4:00-2021年07月31日7:00，海口市、
定安县、澄迈县地区兆能ZN800、ZN801型号终端版本升级，需中断
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2、2021年07月28日4:00-2021年07月31日7:00，白沙黎族
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儋州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琼海市、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区兆能ZN800、ZN801型号终端版本升级，需
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3、2021年07月29日4:00-2021年07月31日7:00，东方市、
临高县、文昌市、五指山市地区兆能ZN800、ZN801型号终端版本升
级，需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4、2021年07月30日4:00-2021年7月31日7:00，乐东黎族
自治县、三亚市、屯昌县、万宁市地区兆能ZN800、ZN801型号终端
版本升级，需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单个用户MODEM终端的版本升级时间约3分钟，期间将影响
单个用户的业务使用，其他时间不受影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91-1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分别转让海口市海秀路121号宝迪花
苑综合楼711房、712房及聚宝阁202房、206房，挂牌价分别
为687384元、609622元、588545元和1510016元。

公告期为：2021年7月23日至2021年8月5日。
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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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麦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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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文昌市先进康复医学科技产业综合体
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海南众润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文昌市先进康复医学科技
产业综合体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航天大道北侧地段，所涉及的宗
地编号为文国土储(2009) -70-1号，总用地面积53327.95平方米
(折合约79.992亩)，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2021年7月18日经第二次
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间规划组审议通过，该项目各项
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169655.42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27987.08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41668.34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137886.32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1769.1平方米)，容积率2.4，建
筑密度24%，绿地率40.04%，建筑层数26层(89.5米)。以上规划内
容符合控规要求，具体详见附图。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建规
[2013]166号)，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内容进行批前公
示。1、公示时间:7天(2021年7月23日至7月29日);2、公示地点:海
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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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
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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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朱佳政。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2日

公司定于2021年8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0年度股东

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关于海口电厂4、5号机组主厂房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关

于海口电厂、戈枕水电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2020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参加会议人员：
2021年8月13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公司全体

董事和监事。

三、参加会议表决办法：
自公告之日起向公司董事、监事和股东邮寄会议资料，请股东于

2021年8月16日15时之前将表决后的议案表决表邮寄、传真、电邮或

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由于地址不详或有变动原因，未能收到会议

资料的股东，可在表决期限内电话联系索取或来公司领取，过期未联

系的，视为放弃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四、其它事项：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华能

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邮编：570311）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 真：（0898）68567808 68520728

电子邮箱：10236244@qq.com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和泓•未来城市建筑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
和泓•未来城市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航

天大道片区南侧，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总用地面积为60569.61平方
米（折合90.854亩），建设单位为文昌和泓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已于
7月14日通过专家会评审，现根据第71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的《文昌
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本次公示内容为该项目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部分。目前该项目已经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间规划组
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其建筑面积158493.54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21137.79平方米，容积率2.0，建筑密度33.77%，绿地率30.1%，建筑
高度79.5米，停车位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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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相关内容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7天（2021年7月23日至7月29日）；2、公示地
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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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
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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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3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23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2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进
行净价公开拍卖：1、海口市工业大道118号京江花园A4区1002房
（建筑面积106.88m2，产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31585
号）。参考价：111.66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工业大
道118号京江花园A4区1003房（建筑面积114.89m2，产权证号：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31291号）。参考价：120.03万元，竞买保
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1、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
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
一切税费及拖欠的物管、水电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2、京
江花园A4区1002房与1003房已打通合并，分套复原工作及费用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和解决。展示时间：2021年8月16日至17日。
电话：66720836、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723期)

海南省少儿民歌
文化季活动启动
将举办多场少儿民歌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记者赵优）海南日
报记者从7月22日举行的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
季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
季活动正式启动，即日起至10月下旬，将有少儿
民歌大赛、少儿民歌作品征集评选、少儿民歌海
南采风创作活动、少儿民歌“天籁大师班”等少
儿民歌主题活动先后进行，激扬新时代少年儿童
风采。

据介绍，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季活动由省旅
文厅和省教育厅联合承办，是文化和旅游部在全
国组织开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
活动之一。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青少年儿童的浸润，挖掘和培养一批优秀的
时代文艺新人，并通过广泛发动全民参与，创作出
易于传唱的优秀少儿民歌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少儿民歌大赛中特别设置了
“海南非遗新声演唱组”组别，提倡和鼓励新一代
少年儿童以新时代的创新方式，将儋州调声、临高
渔歌等进行新编新唱，让海南非遗民歌薪火相传，
拥有更多的传承载体、传播渠道和传唱人群。

全媒体采访团走进三亚

感受鹿城发展新变化
本报三亚7月22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刘丽萍）7月21日至22日，“海南奋进 世
界共享”——2021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一周年全媒体海南行暨交流推介活动走进三
亚，全媒体采访团先后走访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三
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海旅免税城、天涯海角、
西岛、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三亚中央商务
区，了解三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取得的新进展、
新成就。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是全媒体采访团抵达的第
一站，采访团踏访三亚南繁发展足迹，探寻袁隆平
的“禾下乘凉梦”。“这才是完美假期的正确打开方
式！”在位于三亚市区的海旅免税城，全媒体采访
团深入了解海南免税购物政策，还开启了“买买
买”模式。在天涯海角、西岛，采访团深入了解景
区推出的新玩法、提供的新服务。三亚火车头万
人海鲜广场是“重头戏”，全媒体采访团亲身体验
了一把“舌尖上的海南”，实实在在感受到三亚海
鲜的美味、放心和实惠。

在三亚中央商务区，三亚大悦环球中心、保利
国际广场、中交海南总部基地等总部经济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这几年三亚的发展速度惊人，三亚
中央商务区建设是三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全媒
体采访团成员对三亚的发展充满信心。

“海南奋进 世界共享”——2021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一周年全媒体海南行暨交
流推介活动从7月16日持续至7月23日。8天时
间，从北到南，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媒体编辑记者们
深入海口、琼海、万宁、儋州、琼中、五指山、乐东、
三亚等市县，实地体验海南滨海度假、美丽乡村、
热带雨林等旅游产品，感受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
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