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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巡视员、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彭隆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 9月 2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关琦）海南日报记者9月22日从省纪委监委
获悉，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巡视员、海南省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彭隆荣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走进国家公园 探访热带雨林 海南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将于26日举行

小客车摇号中签率95%
本报海口 9月 22日讯（记者良子）9 月 22

日，省调控办发布公告，海南省第47期小客车增
量指标配置将于9月26日15时举行。本期小客
车摇号中签率95%。

自9月22日起，申请人可登录海南省小客车保
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https://www.hnjdctk.
gov.cn查询资格审核结果。申请人如对审核结
果有异议的，可自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调
控管理机构提交复核申请。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服务公司
100%产权转让公告

QY202209HN022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的海口市服务公司100%产权。海口市服务公司成

立于1982年1月10日，注册资本80万元，经营范围：旅游业

（旅行社除外）、家用电器（三包）、五金交电、农产品销售等。

经评估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37,796,300

元，总负债17,540,900元，净资产120,255,400元。

公司主要资产有：

1.海口市海府路8号东湖大酒店（海口东湖嘉丰大酒

店）13319.49m2土地及房产、附属建筑物。

2.海口市海府一横路振兴路口群上村88号昌茂旅业大

楼首层铺面房产等。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转让海口

市服务公司100%产权挂牌价格为120,255,400元。

公告期：2022年9月21日至2022年10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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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98-66558007麦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9月21日

三亚市“新华通讯社南海记者站”大厦
部分楼层整体招租公告

受委托，按现状对三亚市“新华通讯社南海记者站”大厦部分楼
层整体挂牌招租，具体情况如下：一、商铺情况：标的位于三亚市吉
阳区海韵路，招租面积：5863.98m2，租期五年。二、挂牌价格：
3236917元/年。三、公告期：2022年 9月22日至2022年10月10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
（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四、联系方式：（一）三亚市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3楼6号窗口，电话：林女士 0898-88212428；（二）海口
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李小姐 0898-
66558023；（三）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
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委托，定于2022年10月8日上

午10:00至2022年10月9日上午10:00止（延时除外）在京东拍卖
平台（https://hgjg.jd.com/#/two/7145）上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
对董国治非法采矿一案的涉案成品河砂4194立方米；对曾翔、胡其
升盗窃案，张文、梁启秋盗窃案涉案的成品河砂约20立方米；对何
同文明知是赃物而代为销售案涉案的成品河砂约20立方米。以上
标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网络拍卖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意竞买
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要求支付
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
知》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买。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判决没
收财产，以实际现状为准，建议现场查看标的，委托方及拍卖人对其
品质、真伪、瑕疵不做任何担保。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
卖开始前一天止（节假日除外）。标的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咨
询电话：0898-68551218、18689812120。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
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大路镇农产品深加工片区A-07地块西侧建设项目方案已编
制，用地面积33333m2（约50亩），位于琼海市大路镇。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7145.78m2，计容建筑面积36980.94m2，容
积率1.1，建筑系数49.3%，绿地率6.64%。为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
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
22日至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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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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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2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市大路镇农产品
深加工片区A-07地块西侧建设项目方案的公示

大路镇农产品深加工片区A-07地块东侧建设项目方案已编
制，用地面积33333m2（约50亩），位于琼海市大路镇。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7665.46m2，计容建筑面积36662.38m2，容
积率1.1，建筑系数37.97%，绿地率8.04%。为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
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
22日至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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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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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2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市大路镇农产品
深加工片区A-07地块东侧建设项目方案的公示

滨海国际21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埠北环路2
号，项目于2018年12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园林景观、地下
室轮廓并增加门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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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至10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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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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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 ，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海国际2101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刘晓惠）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住酒
店送乐园”、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

“599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亚亚
特兰蒂斯酒店直播间限时“好价放
送”……连日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
转，加上国庆黄金周临近，海南各酒
店、景区陆续恢复营业，推出多项优惠
产品，助推全省旅游业升温复苏。

“昨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平台推
出了海口、三亚、琼海、保亭等地的7
款酒店优惠套餐，已经有顾客预订了
国庆期间的客房。”近日，“度假之家”
酒店预订平台运营经理李青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海南各
地酒店的国庆预订高峰延后，热度也
有所减退，许多酒店、景区推出优惠产
品吸引游客，其中三亚、琼海、保亭等
市县旅游产品的优惠力度较大。

在短视频、直播间等平台，海南各
大酒店推出国庆期间优惠价，一批最
低不到市场价5折的高星酒店预售套
餐颇受欢迎。此外，许多有效期至今
年12月底的酒店预售房券，也为市民
游客的消费决策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省
酒店国庆假期的预订量环比上周有小
幅增长，相比上年同期存在较大回升
空间。在酒店价格方面，我省酒店国
庆期间预订价格同比下降20%。

此外，今年国庆假期我省热门景
区前五名分别是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三亚躁浪尾波冲浪俱乐部、万宁
石梅湾天鲸直升机飞行营地、三亚海
棠湾塔赫跳伞基地、雷琼海口火山群
世界地质公园。从景点特征来看，“亲
近自然”“深度体验”成为国庆假期游
客的热门偏好。

携程研究院副主任张致宁介绍，
携程研究院预测，本周开始海南旅游
市场将分3个阶段实现阶梯式复苏
——第一阶段为国庆前一周，本地旅
游环比小幅回暖；第二阶段为国庆假
期，跨省游环比小幅升温；第三阶段为
10月中下旬之后，海南旅游市场或将
迎来复苏小高峰。

海南旅游逐渐复苏，哪些城市的
游客最想来海南度假？携程数据显
示，国庆期间，海南旅游十大客源地分
别是上海、广东、北京、江苏、湖南、浙
江、四川、黑龙江、湖北、陕西。

本报三亚9月22日电（记者徐慧
玲 黄媛艳）9 月 22日，三亚市崖州
区、海棠区、育才生态区区属学校以
及天涯区南岛学校、高峰中学等首批
64所学校正式开学。当天，学生们
经过测温、亮码等环节，顺利走进久
违的校园，迎来新学期线下“开学第
一课”。

据悉，三亚初三、高三年级9月5
日开始线上教学，有条件的中小学（含
中职学校）自9月 13日开始线上教
学。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三
亚各中小学陆续迎来开学。

9月22日8时许，在三亚市崖州
区崖城小学校门口，老师们手持体温
枪对学生逐个进行体温检测。学生戴
好口罩，并保持一米间距，有序进入校
园。“学校提前和家长沟通，督促家长

带着孩子定时进行核酸检测，并提醒
返校期间要做好个人防护，确保孩子
们顺利入学。”崖城小学副校长林强
说。当天，崖州区全区30所中小学开
学，全区1100余名老师、1.2万余名学
生顺利入学、返校。

“开学前，全区涉及隔离点和健康
监测点的学校和幼儿园，已全部完成
终末消杀和一轮预防性消杀，并对食
堂、冰柜、空调等重点区域和重点设施
进行专项消杀。”崖州区教育局局长王
雪莲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市教
育局的指导下，崖州区教育局成立工
作小组开展入校督导，重点督导检查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应急演
练、重点人群台账建立情况，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等举措，严把入校关口，确保
开学平稳有序。

教学从云端转到线下，做好教
学衔接至关重要。“通过作业反馈，
并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后，我将在恢
复线下教学后着重加强古代诗词阅
读和写作等模块的复习。”9月21日
9时许，完成线上教学任务后，西南
大学三亚中学高三（6）班语文教师
覃雪琴一边检查学生作业，一边说，

“为掌握学生居家学习效果，学校还
将采取学生自我评估和学校检测评
估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情况进行摸
底，从而确定各学科教学起点与教学
进度。”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三亚多所中小
学校了解到，为帮助学生迅速从居家
学习模式切换到线下学习状态，不少
学校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服务，耐心
引导学生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

做好疫情防护 开展心理辅导

三亚首批64所学校迎来线下“第一课”

9月22日，三亚市崖州区寰岛实验小学学生们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海南岛将出现两轮强降雨
琼海、万宁部分乡镇有山洪风险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孙慧 习霁鸿）
9月22日下午，省气象局预报，9月22日至9月
28日，海南岛将出现两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首
次过程出现在9月 22日至 9月 23日。9月 22
日17时，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启动防汛防
风Ⅳ级应急响应。

9月22日15时10分，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
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文昌市、定安
县、琼海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6个市县的
大部分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局地降雨超
过100毫米。

9月22日18时，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联
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9月22日20
时至9月23日20时，琼海市的阳江镇、会山镇，以
及万宁市的万城镇、龙滚镇、和乐镇、东澳镇、礼纪
镇、北大镇、三更罗镇，这些乡镇发生山洪灾害气
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蓝色预警级别。

省防总要求，海口市、文昌市、定安县、琼海
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市县要启动不低于
省防总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各市县、各单位按
照三防职责分工以及相关通知要求，做好强降雨
的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 见习记者 刘宁玥

9月22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青松乡的一片面积约为500亩
的橡胶林中，近20名女工分成四五
个小组，翻耕土地。

女工符丽梅负责作畦。她挥舞
锄头，刨出一条条半米宽的畦床，两
排虎头菇菌苗被整齐摆在其中。覆
土、覆膜后，只需3个月，一批具有
药用价值的虎头菇将破土成熟，以
每斤约35元的价格卖给采购商，预
计每亩地产值达3.5万元。

“今年我们以‘企业+村集体’合
作的形式，利用流转来的橡胶林地套
种猪肚菌、虎奶菇、红托竹荪等菌菇，
预计村集体年收入将达到69万元。”
青松乡党委书记曾圣全说。

“一天135元，工作8小时，超时
费用另算。”符丽梅对眼前的这份工
作十分满意，“多打这样一份零工，
家里经济更宽裕了，每天可以多炒
一道菜。”据了解，菌菇产业一年能
带动用工上万人次。

青松乡位于霸王岭东边，境内
多为山谷、坡地，常年雾气缭绕，气
候温润，土地肥沃，适宜发展种植产
业。在原有橡胶种植产业的基础
上，青松乡政府在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上绞尽脑汁，统筹发展林下
经济，成效初显，实现了春采益智
果、夏种山兰稻、秋季种菌菇、冬季
大丰收的乡村振兴新气象。

“我们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霸王岭片区核心保护区，青松
乡青松村委会苗村毗邻珍贵物种海

南长臂猿栖息地，一定要在产业发
展上做到环保、挣钱两不误。”曾圣
全又拿虎头菇举例，“菌菇种植对环
境破坏小，收益大，尤其是虎头菇，
无需施肥、打农药、盖温室棚就能长
得很好。”

据了解，今年青松乡对山兰稻、
益智种植产业实施生态化，推动全
产业链升级，占全省产量40%的山
兰稻种植产业进一步提质升级，又
增加了240亩纯有机山兰稻田。在
传统的益智种植外，青松乡将与科
研团队合作发展益智种质资源的收
集、利用，开展育种工作，并打造益
智分拣、烘干等粗加工生产线。

产业链的延长、产品的有机化
认证能抬高农副产品“身价”，创造
更高的收益。“譬如山兰稻，经过有

机认证后，每斤价格将从8元涨至15
元，几乎成倍增加。”曾圣全说。

除发展林下经济外，青松乡还将
挖掘山兰稻文化和海南长臂猿文化，
唱好“生态经”，以农旅融合促发展。
自2015年起，每年金秋时节，青松乡
筹办的“啦奥门”（黎语“吃新米庆丰
收”）山兰文化节吸引来各地游客，打
响山兰稻品牌。目前，青松乡正在申
请“中国海南长臂猿之乡”和“中国山
兰稻之乡”的认证。

“我们还在开发有关海南长臂猿
的科普研学活动，与海南热带雨林霸
王岭分局联合打造海南长臂猿电子
监控观测站点，吸引游客，打造配套餐
饮、民宿，将海南长臂猿文化真正转化
成旅游的‘金字招牌’。”曾圣全说。

（本报牙叉9月22日电）

近日，五指山山脉北麓，叶甲虫在夜间“画”圆圈切断海芋叶子传递毒素的大部分叶脉通道，尽情享用美食。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

白沙青松乡：打好“文化牌”念好“生态经”

酒店景区齐放价
催热国庆海南游

在昌化江源头的热带雨林活动的
金斑虎甲。

五指山山脉北麓，在夜间活动的飞蛾。

《问政海南会客厅・厅局长
谈信用》第二期推出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汪慧）新海南客
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问政海南会客厅·厅局
长谈信用》栏目第二期节目近日推出，由海南省税
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陈平全面解读税务和信
用之间紧密的联系，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将纳税信
用转变为企业无形的力量、有形的财富。

诚信纳税不仅是企业的亮眼招牌，还可以享
受到发票申领、办税“绿色通道”、便捷融资等一系
列个性化服务。据介绍，自2004年起，海南税务
系统开展企业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管理工作，目前
已逐步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企业纳税信用管理体
系。经过长期诚信
引导，海南企业的
纳税信用呈持续向
好趋势，信用良好
的A级企业和B级
企业持续增长，分
别达到 8008户和
108242户，助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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