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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有关规定，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实际，省政府商有关部委决定在水
利工程质量检测等领域实施市场准入承
诺即入制。为推动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
改革，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乙级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游泳、攀岩、滑雪）许可、
重要工业产品〔压力锅（不锈钢压力锅、
铝压力锅）〕生产许可证核发、食用菌菌

种（黑木耳菌种栽培种、香菇菌种栽培
种、双孢蘑菇菌种栽培种、平菇菌种栽培
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蚕种（桑蚕原
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和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等
六项行政许可事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内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省政府有关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
的规定，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确保

放得开、管得住。对适用市场准入承诺
即入制的市场主体，加强信用监管，依法
对其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予以失信惩戒。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分领域制
定事中事后监管规则，适时对实行市场
准入承诺即入制的事项进行评估，对实
践证明可行的，继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经评估施行效果不好的，及时按照法定
程序恢复实施有关行政许可事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30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取消乙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等六项行政许可事项
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3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取消乙级水利工程

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等六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2022年11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调整由儋州市实施的省级管理权限目录（4项）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排污许可证核发

省际普通货船运输企业、省内水路运输企业《国内水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发（办理、换发、补办、注销）和

相关备案

省际普通货船运输企业、省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营

业运输证》核发（办理、换发、注销）

拍卖企业设立、变更备案

原实施机关

省生态环境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商务厅

承接机关

儋州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儋州市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儋州市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儋州市负责管理

拍卖业的部门

调整方式

下放

下放

下放

下放

为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
率，加快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决定将4项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儋州市实施（目录
附后）。

儋州市和原实施机关要做好调整实施事项的衔接
落实工作，制定配套管理措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
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儋州市应当建立健全承接的

有效机制，周密部署、认真组织，优化流程、提升服务，切
实提高审批和监管效能。原实施机关应当加强业务培
训指导，对于尚未承接到位的事项要严格履行相关审批
职责，避免工作脱节；适时对调整实施的事项进行评估，
经评估施行效果不好的，及时按照法定程序收回相关管
理权限。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调整由儋州市实施的省级管理权限目录

（4项）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31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将排污许可证核发等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儋州市实施的决定》已由海
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3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将排污许可证核发等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儋州市实施的决定

（2022年11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遗失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

县支行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及副本、工会法人资

格 证 书（ 证 书 ：工 法 证 字

212200008），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一加一音乐会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一加一音乐会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5000022551，声明作废。
●海南省森茂农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
MA5TMFDN48）遗失公章，现声
明作废。
●定安南方农业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定安县支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2586901，声明作废。
●定安欣佳美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定安县支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6463801，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含盐污水处

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现向公众

进行信息公告，详见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鄢 工 ：

0898-88225370。 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于2022年

11月30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09

版（20221130-1期）公告中：2023

年更正为：2022年。

●刘剑不慎遗失海云家园认筹收
据一张，编号：000028，金额：
20000.00元，声明作废。
●封红遗失坐落于海南省白沙黎族
自治县邦溪镇芭蕉水库南侧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号：琼〔2020〕白沙县
不动产权第0002754号，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泱茶冷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2001721297，声明作废。
●琼中阳江赣发绿橙专业合作社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469036MA5T21AC8F，
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七度台球俱乐部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24690022084507，声明作废。

公告
四川财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的杜治聪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第

124号），现已作出裁决（文劳人仲

裁字〔2022〕第122号）。因无法送

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地址：海南省文昌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集

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室，联

系电话：0898-63382257）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1日

遗失声明
海南辰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刘
嘉乐）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广仁堂药店超市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81761553，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广仁堂药品超市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
DB2400173（Ⅲ），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工会联合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81469023693153
826C）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林桦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镇
三环路东侧的不动产权证书，证
号：琼〔2019〕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23876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林桦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镇
三环路东侧的不动产权证书，证
号：琼〔2019〕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23877号，声明作废。
●林桦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镇
三环路东侧的不动产权证书，证
号：琼〔2019〕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23878号，声明作废。
●三亚缇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2001500537，声
明作废。
●三亚天涯明朋小卖铺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2001117383，声明作废。
●海南茂福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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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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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新埠岛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A01-01地块技术修正工作，修正现行控规中本地块的用
地边界线。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补充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11月21日至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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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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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

号楼南楼 204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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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新埠岛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A01-01地块技术修正公示启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负责承建五指山
分局智慧管理游客中心项目，利用原五指山度假山寨服务中心楼
建设为五指山智慧管理中心、五指山分局培训楼进行修缮后建设
为五指山游客服务中心，利用原五指山度假山寨服务中心配电房
进行修缮后建设为配套公共卫生间。项目将永久占用保护区实
验区1239.62平方米，其中原五指山度假山寨服务中心楼329.42
平方米、五指山分局培训楼794.28平方米、原五指山度假山寨服
务中心配电房115.92平方米。目前该项目对保护区生态环境和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工作已完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五指山分局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以及生态影响评价
报告的要求，在五指山分局智慧管理游客中心项目建设及使用期
间，采取严格的自然生态保护措施。该项目建设和使用涉及五指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社会公众利益，为体现公开、公
正、公平原则，现将对该项目建设使用意向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任务单位和个人均可来电或来访，对该项目建设发表意见、建议
或反映问题。一、公示期间：2022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公示
期：10天）。二、受理电话和通讯地址：电话：86628059，地址：海
南省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河南一横路1号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五指山分局，邮编：572299。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公示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1205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12月5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海南民福投资集
团公司等24户资产包，（截至 2022年9月30日，24户资产包本息合
计 119，974.98万元）。本次拍卖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参考价：
人民币2200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整。以下人员不得
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
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受海南省现行限购政策限
制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4日止。办理竞买手
续截止时间：2022年12月4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电话：68529016 187892656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4292。委托方地址：海口市
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监管
局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大华·锦绣海岸G0602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项目于
2017年8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62#楼商业办公楼和66#、91—
94#、102#住宅楼平面调整，110#楼外立面造型及建筑轮廓调整等内
容。方案调整后，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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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至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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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华·锦绣海岸G0602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关于 G98 环岛高速 K484+790 至 K485+
500段跨线桥改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S315 白洋线改建工程在G98 环岛高速K485+132处进行
跨线桥拆除重建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
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
二、管制路段：G98 环岛高速 K484+790 至K485+500段（儋

州境内）。
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对管制路段采取全幅封闭的管制措

施，来往车辆经施工便道双向通行。
请途经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2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