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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022年12月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梁君穷 美编：杨千懿 检校：叶健升 苏建强A10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安华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安华·领秀城”项目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82号，于2017年 4月取得规划许可，于
2019年12月进行方案变更。现建设单位申请进行以下调整：（一）
调整功能布局、楼梯位置；优化裙房造型。（二）取消地下机械停车
位，地上东侧停车位调整为垂直停车位；增加地面停车位，总车位数
由702辆调整为678辆。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2月9日至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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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安华·领秀城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东汇·西海岸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6号。批建

内容为9栋高层住宅，层数为13—17层，1栋3层12班幼儿园；经审

查，二期总建筑面积106096.96m2，计容面积78085.48m2；本次申

报二期方案根据市政府会议纪要和最新片区控规成果新增幼儿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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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至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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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汇·西海岸二期方案设计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位

于海口市灵山镇琼文公路南侧，海口市国用〔2014〕第004578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38971.34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已征

收部分及生活区范围）以及相应的地上附着物（含建筑物）。进行公开

拍卖。参考价：300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2022年12月28日11:00。

二、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三、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

12月26日17:00止。

四、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12月26日16:00前到账为准。

五、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1876。

六、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01执180号、〔2022〕琼01拍2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七、标的过户税费及瑕疵情况：

（一）过户税费：拍卖标的今后补办土地出让手续时所产生的土

地出让金，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标的交易环节税费根据税务有关规定

各自承担，其中应由被执行人海南鹿业发展公司承担的税费将从拍

卖款中予以扣缴。

（二）瑕疵情况：1.拍卖标的的土地权利类型为划拨，经函询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局函复以下内容：关于上述不动产拍卖后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划拨地使用权

转让需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且受让方应依法与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补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按

该宗地经确认的评估价格40%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根据《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关

于地价评估相关规定“在评估需补缴地价款时，估价期日以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依法受理补缴地价申请时点为准”。鉴此，应依法缴纳多少

土地出让金问题应以竞拍取得人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土

地评估节点进行地价评估后，方能明确所需补缴的地价款。

2.经本院函询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拍卖标的将涉及的

交易环节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费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经税务机关在拍卖前初步核算，由被执

行人海南鹿业发展公司承担的税费约为24255287.31元，该数额现

仅供参考，最终的税款及滞纳金计算结果须以税务机关业务受理后

系统自动结算为准。竞买人应自行向税务机关了解买受人所需承担

的税费。

3.拍卖标的地上现为海南鹿业发展公司厂区，建有仓库用房、围

墙、水池、烟囱、水塔、水泥硬化路面等建筑物和附属物，其中有两处

仓库出租案外人使用，经调查，承租人一直与被执行人口头约定续租

并按月支付租金，承租人有向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买受人继续协商租

赁的意愿，如买受人不同意继续出租，需给予承租人合理的清场期

限。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物所作的说明和提供的资料、图片等，仅供竞

买人参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担保，拍卖标的以现状拍卖，土地

的实际面积以过户时登记机关确定的为准。

4.拍卖标的所涉土地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14〕第004578号，该

证项下宗地面积98211平方米，已被征收土地面积54303.91平方米，

已被征收部分不在此次拍卖范围内，另有生活区亦不在此次拍卖范

围内。因拍卖财产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过户、

分割办证手续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本院不承担过户、分割办证

涉及的相关费用；对拍卖标的分割办证、办理过户手续、办理时间等

问题，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本院不作过

户及可分割办证的任何承诺。

5.请竞买人在拍卖前必须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

瑕疵，认真研究查看所竞买标的物的实际情况，并请亲临现场实地看

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竞买人慎重决定

竞买行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

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八、其他事项：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

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

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对于

在司法拍卖过程中恶意竞价、扰乱司法拍卖秩序的竞买人、买受人，

本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

15B房。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70895 1897621191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518786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琼01拍2号

2023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通知

2023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开始，报名工

作按属地（各市、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省直属、委直属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受理。

考生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考生自2022年12月14日～27日登录中国卫生人才

网（https://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名，完成

网上预报名后须按照报名要求，到指定报名点进行现场确

认。各报名点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在2022年12月15日～

30日期间进行现场确认工作。网上缴费的起止时间为

2023年2月3日～14日，通过考区资格审核的考生务必在

此期间完成网上缴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考试。

2023年3月30日～4月7日考生可登录上述网站自行打印

准考证。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22年12月9日

《兰香园D16、D17地块项目》
规划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为保障兰香园D16、D17地块项目的顺利竣工验收，针对项目深
化优化过程中出入口位置、层数、户型、核心筒、地下室等修改，对已
批复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
按程序对优化后方案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10天（2022年12
月8日至2022年12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12月8日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机动车拍卖公告（第20221221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2月21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1.琼ARH658（车型：埃尔法JTEGS21H小型普通客车），竞买保证
金5万元，参考价15万元。2.琼A27C70（车型：飞度牌HG7155DAC5
小型轿车），竞买保证金1万元，参考价3.44万元。展示时间：2022年
12月19日至12月20日；展示地点：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区
药谷三横路2号；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拍卖车辆
不含号牌；（2）车辆登记在海南省内的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小客车
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3）
成交后按现状交付车辆，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车辆过户所
发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4）买受人须在车辆移交后30日
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2月20日17:00
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凭身份证件与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D。
电话：0898-68538965 18976947136（微信同号）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9日

为查清你单位（见附件1）涉嫌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二十八条的规定，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有关事
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需要你
（单位）协助调查：请你单位于2022年12月15日携带以下资料到我
单位协助调查：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负责人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
件、相关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的相关证据材料。以上提供材料需提
供原件供核查，如提供复印件的，需你（单位）加盖公章予以确认。

逾期不到或不如期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接受调查，你单位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前来协助调查人员系你单位委托的，应当附有《授
权委托书》、受委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联系人：谭队长。联系电
话：18789533923。单位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一横路党校六
层澄迈县自然资源与规划住建行政执法大队。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2月9日

附件1、涉嫌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单位清单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社会组织名称

澄迈县新吴墟琼剧爱
好者协会

澄迈县白莲莲花幼儿
园

澄迈县金江镇卓雅幼
儿园

澄迈县文儒镇红太阳
幼儿园

澄迈县民间花雕艺术
中心

澄迈县金江镇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

澄迈县木雕文化艺术
馆

澄迈老城碧海金珠综
合门诊部

澄迈县老城镇白莲老
年人协会

澄迈县中兴镇居委老
年人协会

澄迈县外贸商场老年
人协会

澄迈县福山镇老年人
体育协会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曾令美15091931798

李文丽18889952540

刘严方18889715280

苏树红13307626906

廖忠群13178931768

杨海秧13976316997

廖忠法13379944638

郑德翰15305131990

冯啟华13337527860

冯德芳18389532671

李育善

杜孔芳

单位地址

永发镇新吴墟跃新路257
号

澄迈县老城镇白莲墟白莲
中学旁

金江镇国信路9号

澄迈县文儒镇山心村委会
山心村

金江镇长安墟长新路24号

金江镇文化中社区新民一
巷

金江镇长安责任区长新路
26号

老城镇青龙大道碧海金珠8
号楼

澄迈县白莲区文明西路9
号

澄迈县中兴镇中兴墟兴业
路74号

澄迈县金江镇解放路7号

澄迈县福山镇兴西路

协助调查通知书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澄迈冯冼文化学会

澄迈县比干文化研究
会

澄迈县刘氏民间文化
研究会

澄迈县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会

澄迈县黄竹村长寿老
人协会

澄迈县桥头沙土爱心
助学协会

澄迈县加乐镇黑猪产
销协会

澄迈县农副产品产业
协会

澄迈县瑞溪镇三球协
会

澄迈县棋类运动协会

澄迈县排球协会

澄迈县观赏石协会

澄迈县永发镇琼剧爱
好者协会

澄迈县立新小学

澄迈县青少年文学艺
术创作协会

冯厚标13976055786/
13976089797

林峻斌

刘启秀13907511379

刘阳运13976318844

王泰智13398913888

王文克13976779767

王川畅13687590051

林明强18976500989

邓廷兴18976654280

黄 平13086030777

梁晋国13307677133

王运敏15120822139

王崇强13907510565

邱世雄67650726/
18907512009

王民13158969975

老城镇澄江北路5号

澄迈县金江镇环城西路金顺
宾馆（工行宿舍旁）

金江镇华茂巷41号

金江镇文明路95号（澄迈县
信用合作联社）

海榆西线黄竹村委会大院

桥头镇昌堂村桥头地瓜产业
服务中心大楼

加乐镇畜牧站办公室

金江镇文明路105号

瑞溪镇富隆路75号

金江镇华兴路16号

金江镇海仔村委会下宅岭村

金江镇金山路大园玉石工艺
厂

永发镇永富路111号

金江镇长安责任区新云村剧
场旁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自澄迈县开展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以及“万名干部下企业”

服务行动以来

累计派出656名助企服务员

服务656家企业（项目）

累计收集梳理企业反馈问题
200个

已解决 124个
办结率为62%

其中

11月开展集中服务行动以来

累计收集问题32个

解决问题 19个
“最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

题？”“在纳税方面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随
时联系我们。”“上次的问题，我们已经协
调解决，有问题，我们再沟通。”这样如家
人般“唠叨”的话语，是澄迈56名企业首
席服务专员的工作常态。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企业首席服务
专员”制度试点工作落实落细，澄迈创新服
务方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企业澄
迈样板，激发市场主体动力活力、提升市场
主体的满意度，着力构建企业首席服务专
员“一套流程、两个覆盖、三个导向、四个品
牌、五项机制”的工作闭环体系。

其中，澄迈县营商办在“坚持以企业
满意为导向、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坚
持以构建‘清亲’政企关系为导向”的“三
个导向”基础上，加大“四个品牌”的打造。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服务月”活
动中，该县企业首席服务专员根据需要

各自组织解决问题的责任单位以“现场
办公会”“政企会客厅”等面对面交流协
调解决问题，共谋发展。通过举办宣讲
会，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在全社会营造“集中服务
月”浓厚氛围。

打响“百人助百企”品牌。通过举办
“百人助百企”动员活动，实现服务全县正
常经营的市场主体全覆盖，为每一位党员
公务员匹配澄迈县内的一家正常经营的
市场主体，建立“一对一”精准对接服务，
平时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积极为包
联企业答疑解惑、跑腿办事。

“县长服务日”品牌是该县在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的一大创新举措。通过定期
开展县领导包联企业上门服务，打造县领
导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创
新发展情况，围绕企业存在困难、提出的
问题开展交流，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的

服务典型模板，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激
发各级服务专员的工作热情。

此外，“政企会客厅”也定期组织服务
专员与重点企业间“茶话会”，搭建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与企业家面对面地沟通交流
的政企交流平台，主动向企业领问题、解
难题，助力实现政企关系更紧密，政府服
务更高效。

企业良性发展的背后，是澄迈六百多
名干部忙碌的身影，也离不开澄迈县坚持
需求导向，为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所建
立的建立三级台账机制。

“三级台账机制是指助企服务员、专
项服务组和县专班分别掌握单个企业账
单、本组企业账本和全县企业总账，实行
每周四对账制度，将解决问题的责任压实
到助企服务员和各专项组身上，提升问题
办结率和企业满意度。”澄迈县营商办有
关负责人坦言，此举还需对照“三员、三

问、三帮”服务清单，深入了解企业在疫情
防控、稳岗就业、信贷支持、物流畅通等方
面的需求和堵点，扩大服务的内涵和质
量。

今年以来，澄迈县营商办以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全力破解营商环境痛
点、堵点、难点问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打基础、利长远”的重点工作来抓，不断
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推动全县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常态化开展‘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及
‘万名干部下企业’活动，摆正政企关系，
提高服务意识，赢得市场主体的口碑，不
断提升澄迈营商环境美誉度。”澄迈县营
商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发展不是一帆风
顺，但澄迈依然保持了“稳中求进”的发展
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企业提供
最急需的贴心服务，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正视了企业‘心声’。”

澄迈县着力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下好县域经济“一盘棋”

企业“心上事”成为干部“上心事”

“仅用3个工作日
顺利解决华能海口电
厂高新技术产业园土
地置换问题”“提早2
个多月协调解决海南
庞源塔式起重机智能
制造再制造项目存在
的3个问题”……

“3个工作日、2个
多月，这些时间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其实是
弹指一瞬间，但对于企
业而言，时间就是生
命。”澄迈县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
（以下简称澄迈县营商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服务企业，最直接的工
作方式就是“走下去”，
聚焦企业需求，解决迫
切问题。

“甘当服务企业的
店小二”“营商环境就
是生产力”是澄迈县营
商办一直坚持的基础
原则，秉承创新、高效、
务实的工作理念，不断
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硬
举措”，助力全县提升
营商环境“软实力”。

时值冬日，艳阳依旧。在老城经济开
发区，各个企业开足马力，抢生产、赶订
单，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南华
澳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从澳大利亚
进口活牛资质与定点畜禽屠宰资质，建有
500亩具备隔离检疫、屠宰加工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生产加工基地。达产后，将形成
年产值39.6亿元，年上缴税收2.66亿元
的可观经济效益。

企业发展欣欣向荣，但也面临不少
困难。

“随着企业快速发展，用于购置项目
用地的土地竞买保证金占用企业较多资
金，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替代却迟迟无法获
批，尤其在疫情之下，企业资金使用压力
更为明显。”在不久前的一次走访中，华澳
公司负责人庄先生向澄迈县助企服务专
员林鹏反映。

助企服务专员在获知企业难处后，立
即联系县资规局协调处置，经了解得知银
行保函无法获批的原因是企业联系外省
银行开具的保函模板与省资规厅的模式
不一，未获认可。摸清问题原因后，专员

联系县营商办与人行澄迈支行及县资规
局开展协商工作，最终选定县内一家银行
机构为该企业出具符合要求的银行保函，
顺利帮助企业拍下土地，解了企业燃眉之
急，促成了海南省首单银行保函替代现金
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成果落地。

这只是澄迈县开展“万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今年11
月，澄迈县动员全县助企服务员开展集
中服务行动，印发《澄迈县万名干部下企
业开展“三员、三问、三帮”集中服务月活
动工作方案》，建立完善服务行动问题收
集、逐级转办、指挥调度和监督管理等体
制机制。

据了解，“三员”是指当好政策宣传
员、当好困难协调员以及当好工作联络
员。“三问”包括问防疫工作落实中的困
难、问惠企政策落地中的诉求以及问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需要。

“下企业的干部必须要全面了解企业
疫情防控情况及生产订单、要素保障、产
能发挥、产品库存、市场形势等生产经营
情况，精准解决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澄
迈县营商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就此，“下企

业”的干部要落实好“三帮”工作，一是帮
返岗稳岗要素到位，为企业提供全面的劳
动力市场信息，二是帮融资续贷补血纾
困，三是帮打通堵点稳定预期。

打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需要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也需要倾听企业“心声”。
近日，澄迈各有关职能部门就“优化营商
环境 服务企业发展”等主题，邀请5名县
助企服务员代表分享和交流服务经验及
服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企业代表现
场进行交流发言，频频谈及“责任”“创新”
和“营商环境”等热词，并对未来充满期盼
和憧憬。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对于企业来
说，营商环境就像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如阳光、雨水、土壤、空气等，不但不能缺
少，还需要破除环境中的变量影响，竭力
创造最优的发展环境，才能收获可持续发
展，且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因子。

正因如此，澄迈营商办坚持完善机
制，确保工作运转高效率，针对省、县两级
平台的实际情况，一方面畅通省县问题转
办机制，将省级专项服务组转办问题及时
转办给相关责任单位，截至目前已办结9

个，办结率为50%。并梳理该县助企服
务员收集反馈问题清单进行分析研判，对
需要省级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按流程转
办给省专班及各专项服务组。

另一方面，建立县内问题办理机制，
通过“自下而上”问题收集核查处置机制，
针对助企服务员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在
收到问题当日即转交对口服务组汇总研
究解决，针对各专项服务组难以解决的问
题，上报县专班汇总，提请县委县政府召
开专题会协调解决，超出澄迈事权范围的
问题，由县专班按省县问题转办渠道移交
省专班解决。同时，建立“明察暗访”监督
管理机制，由县专班组织11个专项服务
组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听取各专项服务
组工作情况汇报。

澄迈采取电话暗访形式对助企服务
员服务企业情况进行监督，从首次暗访的
40家企业来看，绝大多数助企服务员采
取线上方式服务，问题收集和解决的效率
和质量还不高。“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
生产力，干部要深化认识，主动作为，共同
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澄迈县营商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干部靠前服务 提振企业信心

搭交流平台 创特色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