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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女足足协杯
遭遇两连败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王
黎刚）2022年中国足球协会杯赛（女
子）7月13日在昆明海埂足球基地进
行了小组第二轮的比赛。海南女足经
过90分钟的苦战，0：1惜败山东体彩
队，遭遇两连败无缘8强。

共有16支球队参加本次比赛，分
为4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赛阶
段进行单循环比赛，决出小组排名。
海南女足分在C组，和山东体彩女足、
广东梅州客家女足、广州女足同组。

在小组赛首轮比赛中，海南女足
1：2不敌广东梅州客家女足。山东体
彩队3：1战胜了广州女足。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通讯员符啟慧）日前，黑龙江
省庆安县万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理杨名将一幅锦旗送到了东方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感谢该局为企业排
忧解难。

据了解，海南东方井元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阅海AB地块一
期工程2栋商业楼建筑属于未批先
建，经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罚后
收归国有挂牌拍卖，后由庆安县万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购
得。公司因需要向银行贷款资金等
种种原因，急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补齐有
关报建手续。

但是在办理有关证件过程中，东
方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建筑许可类审
批负责人沈新培发现，该地块已存在
的2栋建筑是按照原来的施工图纸
设计标准进行建设，项目的施工图已
不符合当下的施工图纸设计标准，无
法走正常的线上流程。申报单位只
能提供线下的施工图审查合格意
见。“这种情况，无法出具施工许可电
子证照，而办理线下施工许可证又违
反了‘全面推行电子证照’的政策要
求。”沈新培说。

那么，如果按照当下的施工图纸
设计标准对该项目建筑进行整改，再
走正常程序？这样行不通——据有
关部门鉴定，该项目建筑若是按照当
下的施工图纸设计标准进行整改，会
严重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同时，
该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也尚未录
入省数据库，无法线上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为了彻底弄清症结并解决企
业当前的困难，东方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深入分析研判，寻找解决途
径，广泛征询相关部门的意见，最
终决定以线下的形式合理合法地

完善其施工手续，为企业开发建设
赢得时间。“特事特办，采取线下审
批的方式为企业办理了有关证件，
协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提交材
料后，当天就出证了。”东方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局长朱建玲说，今年 5
月以来，该局陆续完善了4个历史
遗留项目的相关报建手续，助企纾
困，用心用力推动东方营商环境健
康发展。

“审批部门主动为企业解决了这
些疑难杂症，现在已顺利取得了规划
证、施工许可证。非常感谢审批部门
工作人员的帮助。”杨名说。

东方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主动为企业解难纾困

完善报建手续 优化营商环境

三亚入选全国首批
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地区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第一批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地区名
单，三亚市榜上有名。试点工作将充分利用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一站式”综合保护
平台，集聚多方知识产权资源，推动完善行政保
护、司法保护、社会共治等渠道协同保护机制。

近年来，三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出重拳”“下
重手”，开展民生领域“铁拳行动”“昆仑行动”等联
合执法行动，深化监管、执法、司法衔接协作，联合
签署了《三亚市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框架协议》，形
成知识产权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以及司法等部门
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知识产权侵权
违法行为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领
域监管执法协作效率。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亚市知识产权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三亚将进一步深化知识
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优化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程序，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实现知识
产权纠纷的快速处理，大幅压缩维权周期，切实提
高知识产权维权效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知识
产权纠纷快速处理三亚模式，更好满足社会公众
和创新主体需求，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见习记者
刘晓惠 实习生张一弛）7月13日，三亚
鹿回头风景区游览车司机吴红波的手
都没有离开过方向盘。连续6个小时，
来回不间断地接送一波又一波游客，

“往年这个时候跑几趟就可以休息下”。
今年7月1日起，三亚鹿回头风

景区开始对国内外游客和市民免门票

开放，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到此打卡畅
游。“这里风景很美，让人心情愉悦，很
治愈。”市民张树贤携家人一起来旅
游，不时与美景“合照”。

“7月 1日至 2日日均客流量为
2000人次左右，7月3日增加到4200
人次左右，7月9日游客量突破淡季高
峰值，达6100人次左右。”三亚旅文集

团董事长郑聪辉介绍，景区的游客流
量同比增长了200%。

但是，没有了门票收入，景区如何
营收，是否赔本赚吆喝？

“我们努力在‘二次消费’上下功
夫，让游客‘流量’变‘留量’。”三亚鹿回
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运营中心副
总监张自敏说，鹿回头景区通过提供餐

饮、交通、文化、娱乐、休闲等“旅游+”服
务，比如“雨林穿越”游玩项目、“鹿游”
星空生活节、文创产品等，实现收入结
构多元化，逐步摆脱“门票依赖”。

“之前店里饮料每天销售额是七
八百元，这段时间每天差不多能卖
2000多元，山上的店铺更高，每天能
卖到5000多元。”景区便利店工作人

员陈珊珊说，在鹿回头工作了11年，
很少在淡季有这么高的营业额。

“‘门票经济’之下，景区多是观光
游，看看风景。现在门票免了，但是景区
好玩的项目多了，花钱不减反增，也玩得
开心。”来自沈阳的游客张先生说，他的
小孩就去体验了“雨林穿越”探险游玩项
目，并且在商业街买了许多文创产品。

免除门票后，游客同比增长200%，收入结构实现多元化

鹿回头景区：让“流量”变“留量”

临高王建书
犯罪团伙11人落网

本报临城7月13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晴）近日，在海南省公安
厅统一指挥下，临高县公安局、海岸警
察总队第七支队联合组织警力对临高
县王建书等人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抓获王建书、王圣志、王礼玮等
11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临高县金牌
港开发区等地实施妨害公务、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
乱当地正常社会治安秩序和经济秩
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该犯
罪团伙，公安机关现号召广大群众和社
会各界积极检举揭发王建书等人犯罪
团伙的违法犯罪线索。经查实线索有
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的，临高县公安局
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举报人
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于包庇、
窝藏该团伙成员，为其逃避打击提供便
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举报地址：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弘
法巷3号。举报邮箱：364925267@qq.
com。举报电话：110。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受海南国能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委托，对海南东方CZ8场址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开展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现将本项目公示如下：一、项目概况：（一）项目名称：海南
东方CZ8场址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二）建设单位：海南国能龙
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三）建设地点及规模：海南省西南部感城镇海
域，面积约为79.7km2。风电场规划容量为500MW。（四）项目总投
资：60亿元。二、征求公众意见内容：公众对项目建设可能在社会
经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工程质量、公共安全、群众生产生活等方
面产生的影响的意见和建议。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截止日
期：公示期间，欢迎各界人士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提出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本次公示期自公示发布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2022年7月14日至2022年8月11日）。四、评估单位联系
方式：联 系 人：吕工13337579958 邮箱：84695895@qq.com

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4日

海南东方CZ8场址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瀚海西岸项目位于海口市和谐路西侧（A0203地块）。于2010
年8月批建；现该单位申请方案变更，涉及外立面材质、颜色、尺寸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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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4日至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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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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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符国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瀚海西岸-立面方案设计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铺前镇中心渔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
间：30天（2022年7月14日至2022年8月12日）。2.公示地点：海
南日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文昌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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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筱。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铺前镇中心渔港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宝通富翔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执行人梁振国、吴海生、定安坡寨恒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拟对曾璐（被执行人梁振国之妻）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
29-9号华林广场B栋14层15A22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20〕海
口市不动产权第0145033号]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
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蔡法官
联系电话：6676163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恢157号

废旧PS版处置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

大约35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

标。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7月22日止。

地 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印刷厂五楼。联

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周先生

1380769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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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合计

借款人
海口市环宇服装厂
海口市环宇服装厂

海口市环宇实业开发公司
海口市环宇实业开发公司
海口保得利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保得利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保得利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保得利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仙发商店
海口仙发商店

吴清江

陈平

王录坚
陈衍龙
郑光云
郑光云
郑光云
谭诗经

蔡桂新（蔡师会）
谭金焕
谭孝任
蔡师会
蔡师会
蔡师会
蔡师会
蔡师卫
陈创国
王鹏伟
王升
王雪超
林举泽

法定代表人
陈宇
陈宇
陈宇
陈宇
高方林
高方林
高方林
高方林
王绥裕
王绥裕

担保人

陈林方 周翔
林 东 孟谱

张楠彬
王艺颖

李康弟

借款起止日期
1992年12月2日～1993年11月20日
1993年11月27日～1994年11月23日
1994年4月21日～1995年1月26日

1995年12月30日～1996年12月24日
1994年3月25日～1995年6月30日
1995年1月26日～1995年11月17日
1995年12月30日～1996年12月26日
1997年3月6日～1998年1月24日
1992年7月2日～1993年7月2日

1992年9月12日～1992年12月5日
1984年12月4日～1985年12月3日

2004年1月8日～2005年1月8日

1992年12月5日～1993年11月30日
1986年2月7日～1987年2月6日
1986年5月3日～1986年6月3日

1986年9月27日～1987年1月27日
1989年1月16日～1989年5月1日
1988年6月07日～1989年6月7日
1986年8月18日～1987年4月18日
1992年9月19日～1993年3月16日
1992年8月12日～1993年6月30日

1985年12月17日～1986年12月17日
1986年1月20日～1986年12月17日
1986年2月07日～1986年12月17日
1986年8月18日～1986年12月17日
1987年1月06日～1987年7月06日
2002年4月29日～2003年4月29日
2020年7月29日～2022年1月29日
2019年4月29日～2024年4月24日
2016年7月13日～2036年6月24日
2019年5月21日～2024年5月14日

拖欠本金（元）
258682.00
10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
350000.00
30000.00
30000.00
4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
200.00
1400.00
4000.00
3000.00
5000.00
8000.00
10000.00
600.00
4000.00
2500.00
5000.00
3000.00
5000.00
2730.00
47644.00
6743.00
40614.00

14349513.00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催收公告
以下借款人在我社的贷款及相应利息已逾期，望以下借款人和担保人见报后15日内到我社履行还款或担保义务，否则

我社将依法律程序处理，数据截止日为2022年6月30日。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2年7月14日

海南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海南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会已决议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书面申报债权。

为了更好的厘清债权债务，根据股东会决议，解除海南太
阳集团有限公司包括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在内的全部管理人员
职务，并废止海南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的所有公章印鉴，统一由
清算组负责与公司有关的全部工作。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路33号世代雅居百
合居B座1105号，联系电话：15595617323、17784603517。

海南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7月13日

“超级月亮”现身

7月13日，在海口上空拍摄
的“超级月亮”。据了解，这轮“超
级月亮”是年度“最大满月”。天
文预报显示，7月14日（农历六月
十六）2时38分为“望（满月）”，
此时月亮“最圆”；7月13日17时
06分，月球过近地点，是一年中
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刻，视直径自
然最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保亭与海南省院士联合会
推动健康医学研究院建设

本报保城7月13日电（记者王迎春 通讯员黄
亮）7月13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主要负责人带
队与海南省院士联合会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双
方就携手推动健康医学研究院落地保亭，打造保亭
健康医学高端论坛等事项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结合海南健康产
业发展战略，双方将发挥海南省院士联合会院士
团队和保亭健康产业资源优势，推动健康医学研
究院落地保亭，打造健康中国咨询和高端学术交
流平台，开展前沿科学研究，推动海南生物医药与
健康产业发展。

“项目落地后，我们将把院士资源和团队带到
保亭，打造健康中国的战略计划以及产业发展的
规划。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项工作快速落地，造
福海南，为广大群众、病患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在会后采访中介绍。

海南派员赴川黔两省
就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经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日前，海南省司法厅派
出考察组，就如何做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
作，前往四川、贵州两省“取经”。

当前，四川、贵州分别在成都市双流区、彭州
市、遵义市等部分市、区试点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工作。考察期间，海南省司法厅考察组到相关
市、区实地调研，并就“厘清综合执法局与业务主
管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加强执法信息化建设”
等话题，与有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海南省司法厅综合行政执法协调与推进处、综
合行政执法规范与培训处，以及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