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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官方微信

海口拟增设琼山福利院
（儿童健康中心）

开始实施征收调查

南国都市报10月23日讯（记
者 胡诚勇）10月23日，记者从海

口市琼山区政府获悉，为缓解主城

区儿童健康医疗需求，海口市政府

拟在龙昆南延长线东侧增设琼山福

利院（儿童健康中心）。为了做好该

项目启动前的准备工作，琼山区将

对该项目范围的土地和房屋实施征

收调查。

据悉，琼山福利院（儿童健康

中心）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龙昆南

延长线东侧，涉及琼山区凤翔街道

办石塔村委会第一、第四、第五村

民小组集体土地。

凡在征收调查范围内涉及土

地、建筑物及其附属物，包括地上

及地下各种管线的单位和个人，请

务必于10月30日前，持相关土地

证、房产证等有效证件、文件（原

件及复印件），交由调查人员收集

登记或到指定地点提交登记。

海口江东新区
600亩建设用地
42亿元挂牌出让

南国都市报10月23日讯（记
者党朝峰）23日，记者从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海口市江

东新区CBD片区东侧三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块总

面积599.9亩，起始价425645.021

万元。

本次挂牌出让江东新区国际

社区东侧的一地块，位于海口市

江东新区 CBD 片区东边约 3 公

里，紧邻江东大道北侧，于正在

建设的哈罗公学东侧，占地281.3

亩 ， 地 块 挂 牌 起 始 价 为

203645.451万元。本次同一时间

挂牌出让的江东新区国际社区西

侧两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

CBD片区东边约3公里，紧邻江

东大道北侧，于正在建设的哈罗

公学的西侧。地块一占地 144.7

亩，挂牌起始价96692.7万元；地

块二占地 173.9 亩，挂牌起始价

125306.87万元。

记者获悉，本次挂牌出让的

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开发

建设海口江东国际社区项目。在

竞买人资格上，要求竞买申请人

或其关联企业应当具备在国内开

发过总计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的

国际社区项目的建设管理成熟经

验，并提供规划报建、竣工验收

材料证明等。竞买申请人须提交

承诺函，如竞得该宗土地，10年

内不得以股权转让等方式转让项

目。

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都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须2021年 12月 31日前完成项目

建设并达到竣工验收标准。

三地块挂牌时间为2019年11

月14日至2019年11月27日。

南国都市报10月23日讯（记者 易帆）23
日，第二届“儋州好人”投票通道开启首日，

不少市民纷纷关注“这里是儋州”“南国都市

报”微信公众号，为自己心中的“儋州好人”

投上宝贵的一票。

投票火热，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激烈。23

日，有候选人向南国都市报记者反映，有不少

自称是组委会工作人员的人联系上他，询问是

否需要刷票服务。“花钱购买的刷票服务应该

是不被允许的，可对方说他是工作人员，这就

让我有点懵了。”该候选人说，接到这些电话

后，他便向记者核实对方身份的真实性。

对此，第二届“儋州好人”组委会表示，

组委会严禁利用第三方投票公司、各种恶意程

序或人工方式进行集中刷票，若发现候选人网

络投票数出现异常时，组委会将在第一时间对

其电话警告，情节严重者，将取消参评资格。

同时，南国都市报也不会向候选人提供任何刷

票服务，凡是遇到打着本报幌子提供刷票服务

的电话或短信，大家可要留心了。

第二届“儋州好人”网络投票通道将持续

至10月30日8时止，报纸投票通道将持续至

10月30日下午5时止。大家快来给自己心中

的“儋州好人”投上宝贵的一票吧。

海口琼山区椰合幼儿园项目

土地征收调查启动

南国都市报10月23日讯（记
者胡诚勇）为了做好椰合幼儿园项

目启动前的准备工作，琼山区将对

该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屋实施征

收调查。

椰合幼儿园项目用地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红星村委会玉

成村民小组，政法学院以北，土地

总面积为5288.07平方米。

凡在征收调查范围内涉及土

地、建筑物及其附属物，包括地上

及地下各种管线的单位和个人，请

务必于10月31日前，持相关土地

证、房产证等有效证件、文件（原

件及复印件），交由调查人员收集

登记或到指定地点提交登记。

南国都市报10月23日讯（记者王燕珍）近日不少读者与本报

联系，讲述了他们参与本报发起的各种公益活动，给他们带来不少

收获。

出租车司机朱亚涛是本报的忠实读者。“我是一个球迷，但是作

为的哥，看球成为一种奢望，忙起来听球都顾不上，我经常看南国

报的体育版，了解各种球类的比赛消息。”朱亚涛说，多年前每逢世

界杯，《南国都市报》成为不少球迷了解世界杯的一个重要渠道。

南国都市报组织的高考送考活动，不少爱心司机都参与其中，

朱亚涛也是尽量抽时间参加。朱亚涛说，这些年他经常送高考生去

考试，有的高考生至今还和他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给他一个短信

或是打个电话问候。“其实你们报社组织的各种爱心活动，也是给我

们读者去做好事的一个机会，帮助他人也会

给自己带来快乐。”

读者周先生也曾多次带孩子参加本报发

起的爱护海洋、义务植树等多个活动。周先

生说，这些公益活动带给他和他的孩子难忘

的记忆，孩子更是受益匪浅，孩子甚至还将

这一段段难忘的经历写入作文中。

征集内容

如果您有想对南国都市报说的人、情、事、理，可拨打南国都市报热线电话：

966123，或在南国都市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你与南国都市报的故事。联系平台

南
国
都
市
报
官
方
微
信

19年·人

19年·情

19年·事

19年·理

19年来，南国都市报在当年报道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或人物群体，以先

进典型人物为宜。

19年来，南国都市报与读者之间的“特殊情义”，可以是在南国都市报的帮助下

改变命运的“感激之情”；可以是经南国都市报报道弘扬的平凡善举的“点赞之情”；

可以是社会各界人士对报纸推动社会发展的“肯定之情”。

19年来，南国都市报在当年报道过的年度事件，包括海南社会发展大事、舆论

监督大事、自身活动大事等。

这里的“理”是道理，也是理由，是南国都市报传递给大众的“知识”，也是启

迪、是教育、是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理”包含的内容，可以是南国都市报所做的

“社会公益倡导”，可以是南国都市报所做的“对偏远地区教育的扶持”，可以是南

国都市报所做的普法宣传、开学第一课、特殊党课等。

聚焦本报2019年读者节
0808

南国都市报19周年读者节征集您与本报的故事

读者参加公益活动受益匪浅

有人询问“儋州好人”候选人，是否需要刷票服务

组委会：刷票将取消参评资格

投票方式

1 报纸投票：读者可直接在候选人
列表中勾选投票，一张报纸投票不得超
过十人，每张报纸每位候选人只能获投
一票，多投也只算一票。投票后，报纸
可邮寄或直接交到组委会办公地址：儋
州市直机关大楼0607室，联系人：李敏
清、朱树华，电话：23325866，传真：
23311071。

2 网络投票通道：关注“南国都市
报”微信公众号、“这里是儋州”微信公
众号，点击公众号主页面左下角“儋州
好人”按钮，进入专题页面进行投票。

投票规则

1 儋州好人评选活动投票分为公
众投票和专家评审两个阶段，其中公众
投票占最终评选结果的40%，专家评委
评审占最终评选结果的60%。

2 报纸投票按1票等于10张网络票
计算。

3 严禁利用第三方投票公司、各种
恶意程序或人工方式进行集中刷票，若
发现候选人网络投票
数出现异常时，组委会
将在第一时间对其电
话警告，情节严重者，
将取消参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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