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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以 下 简 称 开 发 银 行）
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

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

有 独 立 法 人 地 位 的 国 有 开 发 性 金 融 机

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

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

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

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

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

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

金融支持。

为维护开发银行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

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

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

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
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各类资产项
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
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
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取开发
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利用虚假的客户信
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材料，骗取开发
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侵占、私分和转移项目资金
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
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

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
以及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
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
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以及恶意逃废
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质押
物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虚假的财务
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理虚假登记等方
式，为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提供虚假担保，以
及恶意转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
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
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

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
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
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
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为尽快了解更详细情
况以启动调查程序，提倡举报人提供真实
姓名或本单位真实名称、有效证件、有效联
系方式等信息，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
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
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

平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
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三亚市吉阳区鹿

回头路 16 号半山半岛帆船港商业区 B08

楼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三 亚 市 分 行（邮 编 ：

572099）

电话：0898-885857065

电子邮件：jiwei.sy@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
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
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三亚市分行
2021年 3 月 15 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
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以前去税务局
缴税，总担心忘了带银行卡。那时候就想，
如果能使用微信、支付宝缴税该多好！没
想到，我的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现在使用
微信、支付宝缴税更加轻松便捷，也符合年
轻人的消费习惯。”市第七小学教师赵琦对
记者说。记者 3月 14日从市税务局获悉，
海南省税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称，为进一步
便利海南灵活就业人员及用人单位缴纳社
会保险费，自 3月 6日起，税务部门拓宽了

“实体、网上、掌上、自助”等多元化缴费渠
道。

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缴纳，或委托银行代扣缴纳。其中，线上渠
道缴纳方面，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的相关
入口缴纳社会保险费；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缴纳社会保险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并
关注“海南税务”公众号，依次点击“微办
税-电子税务局-点击进入-我（首次办理
需进行授权登录、输入身份信息并进行
人脸认证）-办税选项-网上办税-灵活就
业社保”，输入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后，
查询核实应缴信息并进行缴费。另外，也
可通过各商业银行线上渠道缴纳社会保

险费，具体包括：海南省农信社、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光大
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的网上银行或
手机银行APP。

线下渠道缴纳方面，可通过商业银行
营业网点柜面缴纳社会保险费，可选择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
信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邮
储银行等；也可前往当地税务机关办税服
务厅办理缴费业务。

此外，已委托商业银行代扣社会保险
费的灵活就业人员，可继续通过商业银行

代扣方式缴费，原与商业银行签订代扣协
议继续有效。

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主要通过海南省
电子税务局缴纳，原线上、线下渠道保持不
变。自3月6日起，用人单位也可下载社保
费管理客户端缴纳社会保险费。

据 统 计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今 年 共 有
22281户纳税人通过微信、支付宝和网银办
理了缴税业务，共缴税289335笔 386258万
元。其中，社保缴费方面，有14640户纳税
人通过微信、支付宝和网银办理了缴税业
务，共缴税205917笔 81776万元。

海南社保缴费渠道多元化

今年三亚已有14640户纳税人通过线上缴纳社保费

“90后”贩毒人员
跨海“送货”到三亚
主犯被判刑8年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周莹）近日，三亚中
院依法裁定一起多人贩毒案件，维持一审判决，28岁主
犯许某因贩卖“开心粉”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

2019年 6月，许某通过中间人与黄某联系购买毒品
MDMA（俗称“开心粉”）用于贩卖，黄某联合黄某杰从
广东茂名开车回三亚给许某供货，并联系另一名上家

“阿青”，共同将100包“开心粉”卖给许某。随后一段时
间内，许某将 100 包“开心粉”用于自己吸食和分给陈
某、林某、包某等人贩卖。2019年 7月底至8月，警方先
后抓获了许某等 7名贩毒人员，7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 8年 6个月到有期徒刑 1年 4个月不等刑罚。这 7名
贩毒人员，最小的 21 岁，最大的 29 岁，因为毒品，他们
最好的年华将在铁窗中度过。

法官提醒，现如今，大量年轻人误以为吸食“开心
粉”危害不大，在娱乐场所为了解压、助兴，公然吸食“开
心粉”，寻求所谓的“开心”。其实，“开心粉”的主要成
分为MDMA、尼美西泮，有的“开心粉”中还含有少量的
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成分，有兴奋、致幻等作用，大剂
量服用可导致肌肉紧张、身体失控、心血管功能障碍、抽
搐甚至猝死，长期滥用可致不可逆的精神障碍和身体机
能障碍。吸食“开心粉”，一样会造成毒品上瘾。

在司法案例中，大部分贩毒人员由于自己吸食毒品
成瘾后，没钱购买毒品而一步步走向“以贩养吸”的深渊，
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作为新时代的年轻
人，要利用读书、旅游、运动等健康方式舒缓生活压力，坚
决拒绝毒品，不要怀着侥幸心理吸毒、贩毒，更不要触碰
法律的底线，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迷失在毒品的漩涡。

3 月 14 日上午，三亚市区河西路步行桥附近，10 多名小小“环卫志愿者”用专用工具清理人行道和
绿化带上的烟头、纸屑等垃圾，成为街头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当天，三亚繁星义工社组织开展“守护清洁母亲河”环保公益活动，数十名志愿者带着孩子一起清
捡、打捞垃圾，营造爱护环境卫生、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小小“志愿者”呵护母亲河

违法哄抬口罩价格
三亚一公司被重罚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了市场监管十大典型案
例。其中海南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违法哄抬口罩价格
案引人关注。

2020年 1月 22日，消费者微博投诉称，当事人经营
的药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突然大幅度提高口罩
销售价格非法牟取暴利。经查，当事人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在进货成本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利用群众
抢购口罩的机会大幅度提高价格，在短时间内将同一款
口罩销售价格从45元/盒，提升至65元/盒、100元/盒，
提价幅度分别达到 44.44%和 68.75%，哄抬口罩价格违
法行为共计违法所得18742.01元。

当事人无视监管部门告诫，哄抬与疫情密切相关的
防护用品口罩价格，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属
于哄抬价格违法行为，依据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
法 所 得 18742.01 元 ，罚 款 93710.05 元 ，罚 没 共 计
112452.06元。

揭露失信败德行为Sy

市人民检察院首次召开
行政案件公开听证会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刘容 崔冰洁）近日，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对陈某青行政争议案召开公开听证
会。据悉，此次听证会是该院首次召开行政案件公开听
证会。

据了解，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涉案土地及房
屋的不动产权证颁发给陈某，陈某弟弟一家认为涉案不
动产系其与姐姐共有，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证给
姐姐错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自然资
源规划局颁证事实清楚，但颁证前未经公告，程序违法，
应当保留不动产权证的效力，判决确认颁证行为违法。
陈某弟弟一家不服该判决并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涉案不
动产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依法不能予以登记颁
证，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颁发的不动产权证。

由于该案件牵涉的事实历史较久，争议较大，三亚
市人民检察院依申请人申请召开公开听证会。为实现
听证的公开性、透明性，三亚市人民检察院邀请了三位
专业素养高、经验丰富的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一名
律师、一名企业家、一名社会化工作者）。三亚市人民
检察院此次召开首次行政案件公开听证会，是检察机关
严格履行以当事人需求为己任，发挥检察职能的充分体
现，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林）春节期间，均
价每斤 40 元的五花肉让不少市民直呼吃
不起，“猪肉价格下降”更是频频登上热搜
榜单，如今三亚市场猪肉价格如何？3 月
14日，记者走访多家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
发现，猪肉价格小幅度下降，部分品种的五
花肉价格重回“2”字头。

在解放四路的第三农贸市场，记者发
现不同品种和部位的猪肉价格有所不同。
其中，白猪品种价格相对较低，五花肉价格
为29元/斤、排骨38元/斤、猪脚30元/斤、
瘦肉 32 元/斤。黑猪价格稍贵，五花肉 32
元/斤，排骨 45 元/斤，猪脚 32 元/斤，瘦肉

38元/斤。摊主陈老板告诉记者，连日来猪
肉价格下调不少，和春节时相比，均价降幅
在3-5元左右，白猪部分部位更是降至“2”
字头。由于黑猪生猪来源主要是收购本地
周边农家自养黑猪，所以比白猪要贵一些，
下调幅度也相对较小，在1-2元左右。

在市第一农贸市场、丹州平价农贸市
场、乐天城农贸市场内，据记者观察，新鲜
猪肉价格基本与第三农贸市场保持同一水
准。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解放二路的旺毫超
市，发现冷鲜冻猪肉价格也降价了。“冷鲜
猪瘦肉23.8 元/斤，冷鲜猪骨头17.8 元/斤，

确实便宜很多。”正在买肉的郭女士告诉记
者，这星期买冷鲜肉比上周还要便宜一元
多。据商户介绍，随着中央储备冻猪肉的
投放增加，市场供应逐渐稳定，冷鲜猪肉便
宜了很多。

虽然猪肉小有降价，但猪肉销量却并
没有因此增加，多数市民表示仍期待“平价
肉”回归。

“每年春节后都是猪肉消费的淡季，市
民都是按需购买。”在乐天城农贸市场，几
位摊主向记者表示，价格虽有下降，但每日
最多能卖2头猪。

在摊位前选购猪肉的胡女士说，前两

个月她买五花肉均价都在 40 元/斤，最近
虽然猪肉价格下降了，但仍没达到心理预
期，“希望能早点买到‘1’字头的五花肉，

‘2’字头的排骨。”
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猪肉出现价格下行的原因，首先是节后
猪肉供应逐步恢复，生猪的生产和出栏量
在逐步增多；同时，政府妥善实施冻猪肉贮
备投放，对猪肉市场价格下调起到了十分
积极的作用。

那么猪肉价格还会降吗？据了解，由
于生猪产能的逐渐恢复，业内人士一致预
期2021年猪价将呈现持续下降走势。

三亚猪肉小幅度降价
市民期待“平价肉”回归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Sy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