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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谢凯

五指山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社区小镇依靠生态优势发
展生态产业，绿色发展态势足。自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五指山片区与社会力量同携手，实现
了保护和发展的双赢。

9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五
指山片区，感受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绿色发展氛围。

一只猴子的“影响力”

最近这两个月，五指山市亚泰雨
林酒店副总经理赵辉接到的酒店顾
客投诉量少了一大半。

标准化星级酒店、自然地理位置
极佳，酒店为何经常会被顾客投诉？

赵辉说，亚泰酒店周围遍布着茂
密的热带雨林，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酒店忽然来了一位“原住民”——一
只野生猴子，这只猴子在酒店附近待
了近一年时间，与人打闹成一片，但

“调皮捣蛋”也不少。
“猴子想与人玩耍，但不小心就

把我挠伤了。”近日来到酒店入住的
游客莫女士就遇到了这个既幸福又
烦恼的事情。

莫女士说，被抓伤后她并没有太过
生气，猴子能主动与人近距离地接触，
恰恰说明了当地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
的保护，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体现。

“它每天都要来酒店，经常抢夺
游客手中食物、手机等物品，但我们
和游客从来没有用任何器具或粗暴
手段赶走它，而是等它玩够了，再等
它把物品丢给我们。”赵辉笑着说，为
了这只猴子，酒店在每年的保险购买
项目上增加人身意外医疗险，积极处
理好生态带来的“烦恼问题”。

亚泰雨林酒店总经理董胜宇说，酒
店明令禁止伤害动物，员工与动物和谐
相处，这只猴子的“造访”也带旺了酒店
的经营，去年至今年，很多游客从网上
观看到了猴子的视频和图片后慕名而
来，酒店也依托所处位置和自身资源，

设立了自然科普教育基地，积极参与到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自然教育领域，共
同致力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酒店与分局建立了协调共建
机制，接到酒店反映后，我们就把它
送回了栖息地，但它又跑了回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
山分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7月，为
了更好保护这只猴子，他们把它送
回了适宜的栖息地。

绿色产业在保护中发展

水满乡是五指山片区的入口小
镇，小镇生态优势凸显，依托雨林生
态，这里的生态茶成了最大推介品
牌，近年来已产生较大经济效益。

五指山片区的水满乡，生态系
统完整，整体植被覆盖率高，湿度
高，海拔高，云雾漂浮，利于叶绿素
b的生成，土地组成以中酸性喷岩
为主，雨林植被的落叶腐烂使土地
较肥沃，绿色高山茶的生长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后，我们严禁砍伐森林扩大茶叶种
植面积，从既有种植面积上做技术提
升，跟质量要效益。”五指山市林业局
副局长张圣说。

张圣介绍，五指山市结合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除居民基本生活生产
设施外，严格将产业发展限制在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这一保护优先的理念得到了茶
叶生产企业的大力支持。五指山市
真吾乡茶厂就是其中的代表。

“不断完善提升种植技术，改良
制茶技艺，这是我们提升茶产量的
理念。”真吾乡茶厂负责人庄大文
说，茶厂收茶技术规范同时遵从生
态保护的理念，要求农户严控化学
药剂使用，并经专业检测合格后才
可进入生产环节。

水满乡茶农王德期，家里世代种
植茶叶，他见证了水满茶产业的从弱
到强的发展之路。

在茶园里，王德期告诉记者，正
是有了这片生长良好的森林涵养，茶
树生长的茶叶品质才会被看好，近年

来，他在政府和企业的技术指导下，
努力提升种植技术，茶园收入在不断
增加，“前几年，种茶只够温饱，现在，
种茶可致富。”

“只有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才会
有金山银山。”王德期感叹道。

保护意识寓于科普教育中

“这些巨大的树根正式名称叫什
么呀”“热带雨林中有哪十大现
象”……在水满乡中心学校，这样的
雨林自然科普知识进课堂已常态化
开展，学生们在五指山分局等管理部
门和自然教育机构的指导下，纷纷开
启自然探索之旅。

“今年，我们在国家公园五指山
片区内的学校和周边学校开展自然
教育9次，科普热带雨林的相关知
识，从小培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
意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宣教科普科负责人说，分局在社区
协调委员会成立后，不断进社区、进
村庄、进校园等，加强了国家公园的
宣介工作，提高公众参与共建工作。

李麒麟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一
名生态学教师，具有多年国内外学
习、访学经历，有着先进的自然教育
理念，她还是五指山市一名乡村振
兴工作队驻村工作队员。在五指山
市采访期间，她告诉记者，五指山地
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从去年至今，在
五指山市畅好乡保国村附近，她已
发现9科蝶类物种。

“我带着大学生们一起制作蝴
蝶标本，放在村里展示，还开展了蝴
蝶标本展览活动，引起了这些国家
公园周边村庄孩子们的极大兴致。”
李麒麟说，很多孩子对自己生活在
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中并无过多了
解，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
工作，只有让孩子们了解它，认识
它，才能发自内心爱护它。

李麒麟说，利用接下来的两年驻
村工作时间，她将到村教学点和国家
公园周边当地学校开展自然科普教
育，普及自然知识，帮助山区孩子从
小培养爱护自然意识，助力当地群众
更好地保护绿水青山。

（本报五指山9月29日电）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五指山片区，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万物共生长 吾乡好风光

“江苏省江海博物馆藏
精品书画展”亮相省博物馆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
梦馨）9月28日，“江海毓秀——江苏省江海博物
馆藏精品书画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从江苏
省江海博物馆所藏的2000余件书画藏品中精选
出的60余件明清及近代书画精品亮相此次展览，
海南观众在家门口便可领略江南与海上画派的艺
术魅力，了解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历史内涵。

本次展览分为“海上之风”“金石之家”“庙堂
之高”“江湖之远”四个单元，所展出的书画精品全
部为二、三级文物，艺术价值高，涵盖的历史时期
长，代表了海门地区书画收藏的最高水平，其中既
有费丹旭、胡公寿、金心兰、吴昌硕等海派大家的
作品，又有何绍基、杨岘、吴大澂等金石大家的作
品，皆为首次到琼展出。更难得的是本次展览中
还包括一件见证了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画上句号的特殊文物，即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殿试
的前四名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张启后合作的
四条屏。此外，晚清收藏家端方所藏的宋刻东坡
真像拓片轴也惊艳亮相，将有助于海南民众进一
步了解苏东坡的形象。

本次展览由海南省博物馆与江苏省江海博物
馆联合主办，将持续至11月28日。

海南沙滩嘉年华今日开幕
六大主题活动持续3个月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
梦馨）记者从9月29日举行的2021海南沙滩运
动嘉年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海南沙滩运动
嘉年华将于9月30日开幕，活动聚焦海南滨海沙
滩旅游资源，满足市民游客多层次、多样化的沙滩
体育运动和沙滩休闲旅游需求，六大主题活动将
持续举办3个月。届时，开幕式将在海口白沙门
公园沙滩举行。

本届沙滩运动嘉年华将从9月30日持续至
12月5日，海口、儋州、乐东、万宁、文昌、三亚6个
市县分别推出以“活力沙足”“花海游跑”“落日沙
马”“沙滩挑战”“热浪沙排”“沙滩街球”为主题的
系列沙滩体育赛事活动，从沙滩运动、旅游、文化、
音乐、娱乐等全方位挖掘并展示海南滨海旅游资
源，让群众和游客有更多机会体验丰富的沙滩运
动项目，感受海南体育旅游的乐趣，实现“六个城
市，六大主题，一城一品一特色”活动格局。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沙滩运动嘉年华积极探
索“体育+旅游”的深度融合，活动除了精彩纷呈
赛事项目外，六大滨海城市不仅推出“观赛参赛+
周边游”线路，还推出体育游学与运动培训、体育
旅游与文教旅游、体育旅游与会奖旅游相结合的
多元化体育旅游产品。

此外，今年还特别推出“沙滩很盲”系列体育
旅游产品盲盒，市民游客只要关注“海南沙滩运动
嘉年华”官方微信小程序顶部“沙滩很盲”系列体
育旅游产品盲盒活动链接，就可随机获得2021海
南沙滩嘉年华各站旅游产品。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5执940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邓风茂被执行人林鸿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20)琼0105民初2456号民事
调解书。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林鸿政名下位
于海口市秀英区紫园路14号蓝城一号南区5号楼(听海轩)
6G房(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81413号)，现拟进行处
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须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立案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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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房屋的承租人也须自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进行书面申报，逾期未申报的，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海南峰荣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召集全体股东于2021年9

月29日上午九点在海口市琼山区文坛路2-1号学院公馆1号
公馆17层B-1701房办公室召开海南峰荣房地产有限公司的
股东会议，请公司全体股东以及无联系方式的陈元荣（占注册
资本百分之五，人民币50万元）于2021年10月29日前与本公
司联系，未出席会议的股东，将根据所作出的决议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并以书面形式出具股东会决议，向相关部门办
理变更股权登记手续。联系人：关总，电话13907641608；郭
敬东 18808966971，黄守志 18610416633。

特此通知。
海南峰荣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15日10时在海南鼎和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公开拍卖龙诚达重整招募资产，资
产位于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县城）环东二路的“龙城天地”
房地产项目（及相关资产），包括“龙城天地”二、三期项目。

竞买保证金：3000万元。参考价：1.85亿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
联系电话:68585002 68585005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公司网址：www.dinghepm.com
中拍协网同步公告，网址:www.caa123.org.cn

龙诚达重整招募资产拍卖公告

洋浦康祥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460300583938841F；

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岸华庭J40号房）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

稽处〔2021〕61号）公告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违法事实：你公司走逃失联，在没有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

取得桂林绿浦药业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1日开具的25份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4500122140，发票号码：00837701 至

00837720、00837961至00837965，涉税金额共2,492,750.00元，税

额共423,767.50元，价税合计2,916,517.50元,货物名称为“桔梗

片、巴戟片、白前片、板蓝根片”等)并于2012年12月申报认证抵扣。

上述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原桂林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没

有真实交易的虚开发票。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一）虚开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让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上述

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92,750.00元，税额共423,767.50

元，价税合计2,916,517.50元，是虚开发票行为。（二）追缴税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

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款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的规定，上述已认

证抵扣的税额，应于2012年 12月属期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同

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1985年2月8

日国务院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征收教育附加费

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8号）第二条、第三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等4部门关于海南省地方教

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琼府办〔2011〕15号）第二

条等规定，对你公司2012年12月少缴的增值税423,767.50元、城

市维护建设税29,663.73元、教育费附加12,713.03元、地方教育附

加8,475.35元，合计474,619.61元，予以追缴。（三）加收滞纳金：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少缴的

增值税423,767.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9,663.73元，从滞纳税款

之日起至实际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此部分滞纳金由金三系统计算。

限你公司自接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洋

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帐

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

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66969045，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联系人：王先生、黄先生。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9月29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琼税一稽告〔2021〕121号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
拍卖以下两套房产：1.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海滨旅游区“博鳌·
香槟郡”15#-01别墅【房屋产权证号：琼（2018）琼海市不动产权
第0007823号】，建筑面积：252.655平方米房产；2.琼海市博鳌
镇万泉河口海滨旅游区“博鳌·香槟郡”16#-01别墅【房屋产权
证号：琼（2018）琼海市不动产权第0037212 号】，建筑面积：
252.655平方米房产。竞买保证金200万元/套。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1年10月26日17时前到我司或关注“海南恒鑫”微信公众
号及网站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
号 海 垦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906 室 。 电 话 ：0898- 65203602
13398975899。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在五指山片区，茶农采摘茶叶。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五指山林区，野生的猕猴出现在游客视野中。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

9月29日上午，2021国际调
解高峰论坛在海口开幕。本次论
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
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事法律服务中
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
南省委员会承办，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和中国国际
商会海南商会为执行单位。司法
部、中国法学会、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香港律政司对论坛给予了大
力支持。400多位法学专家、律

师、调解员、仲裁员、企业法务等
专业人士出席论坛。

“国际调解高峰论坛”由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2016年
发起主办，旨在让广大企业更好
地利用调解机制化解经贸纠纷，
让商事调解机制更好地服务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促
进各国关于调解制度、调解实务
经验的交流合作，分析调解发展
趋势。

本次论坛采用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全程全球直播
并同声传译，国内外嘉宾未能抵
达现场的，通过远程方式参会发
言。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
任蔡晨风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副会长卢鹏起在致辞中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明确提出建立多元化
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是中
国首次将支持调解解决商事纠纷
写入法律。

本次论坛以“新阶段新理念
新格局 加快推进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
紧紧围绕国际商事纠纷调解的新
思路、新方式、实务技能与合作模
式进行交流探讨，推动调解在商
事纠纷中的广泛运用，形成更具
效率的国际调解合作机制，助力
海南自贸港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营商环境建设。来自中国（包
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国、
意大利、爱尔兰、印度、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瑞士、西班牙、新加
坡、泰国、英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
的47名嘉宾将在论坛发表精彩演
讲。

此外，开幕式上，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与英国
CCICM签署合作协议，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与
香港仲裁师学会签署合作备忘
录。同时，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
知识产权调解专业委员会宣布成
立，并向各位委员颁发聘书。

2021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海口成功举办

9月29日上午，2021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海口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