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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05-02-09 地块用地面积约 71.75 亩，规划用地性质为

科研用地（A35），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建筑高度≤60

米，绿地率≥40%。现按《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及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要

求，对该项目图则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具体内

容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gj.sanya.gov.

cn/、三亚崖州湾科技城_三亚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

sanya.gov.cn/sanyasite/yzkjc/yzwkjc.shtml、海南自由贸易港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 http://www.yazhou-bay.com/index.html 进

行查看。公示时间为30日，如有意见，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2021年 11月 15日

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YK05-02-09地块图则的批前公示

BG02-04-04、BG02-06-01 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184.9 亩，
用地性质均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原W1），容积率均≥
1.0（上限 2.5），建筑密度均≥35%（上限 60%），建筑限高均≤40
米，绿地率均≤20%。现按《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及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要求，
对该项目图则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具体内容请
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gj.sanya.gov.cn/、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_三亚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sanya.gov.
cn/sanyasite/yzkjc/yzwkjc.shtml、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http://www.yazhou-bay.com/index.html进行查看。公
示时间为30日，如有意见，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2021年 11月 15日

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
BG02-04-04、BG02-06-01地块

图则的批前公示 为规范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完善规划修改程序，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有关要求，现
对原《三亚市红沙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61 地块、原《三亚
市田独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7R2 地块、原《三亚市红沙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06 地块、原《三亚湾海坡片区控制
性 详 细 规 划 》HPA-03-04、HPA-03-10、HPA-04-01、
HPA-05-01、HPA-06-01、HPA-07-02 地块、原《三亚市月川
片 区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YC2-1-1、YC2-1-2、YC2-1-3、
YC2-3-1局部、YC2-3-2、YC2-3-3局部、YC2-6-4局部地块，
共 5个地块规划修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30日，具体内容请
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http：//zgj.sanya.gov.cn/进行
查看。如有意见，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1月 13日

关于《三亚市红沙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061等5个地块规划修改的批前公示

YK04-10-02-02 地块用地面积约 24.4 亩，用地性质为科研
用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40%，建筑限高≤40 米，绿地率
≥25%。YK04-10-02-01地块用地面积约20亩，其余规划指标
与原控规保持一致。现按《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及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要求，
对该项目图则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具体内容
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gj.sanya.gov.
cn/、三 亚 崖 州 湾 科 技 城 _ 三 亚 市 人 民 政府网 http://www.
sanya.gov.cn/sanyasite/yzkjc/yzwkjc.shtml、海南自由贸易港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http://www.yazhou-bay.com/index.html进行
查看。公示时间为30日，如有意见，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2021年 11月 15日

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YK04-10-02-01、YK04-10-02-02

地块图则的批前公示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减资公告
海南梦想南方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原注册金人

民币由壹仟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遗失声明 ★ 亓 炳 财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230105195509241054，有效期为：2006.07.05—长期，现
声明作废。
★陈宝忠遗失与三亚巨源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 原 件 1 份 ，合 同 编 号 ：
201901248000032，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三房预许字【2021】98号《商品
房 预 售 许 可 证》批 准“ 深 海 科 技 城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项 目
YK03-06-11 和 YK03-06-12 地块 (三期)”9#和 11#住宅楼预
售，房屋地上建筑层数为 20 层，批准预售建筑面积:19070.6 平
方米，套数:156 套。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不动产
权证号为:琼(2021)三亚市不动产权第 0004870 号，由招商三亚
崖州湾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开
发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商品房预售。二、
该项目预售款监管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监管
账号:4628 9999 1013 0000 92203。三、该项目批准预售有效期
为3年(即 2021年 11月 12日至 2024年 11月 11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11月 12日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21】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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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13

12 74

海棠湾 15

73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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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 16:00 至 17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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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悦子站 14 73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9 67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西岛子站

城东小学

12

14

72

68

一级,优

一级,优

预售比现买还贵，
“尾款人”质疑遭欺诈

自 10 月下旬以来，各大电
商平台纷纷开启预售活动，以最
低价、限量款等吸引消费者预付
下单。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
间，各大电商平台预售期热度同
比大幅增长。10月 20日，天猫、
京东同时开启“双十一”预售，据
淘宝直播数据显示，仅首日，两
名头部主播首场直播观看人次
均在 2 亿以上，销售额合计逾
200 亿元，其中不少是预售商
品。 11 月 1 日零点后，“ 尾款
人”陆续开始支付。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消费者
反映，有的商品预售价高于现售
价。

邓邓购买一款品牌手机，原
价近 4000 元，商家称预售可以
优惠 500 元。但付完尾款后几
天，邓邓发现该产品以现货方式
上架，可优惠 700 元。邓邓质
疑，之前等链接上架、蹲点付款，
等了快半个月价格却更贵，那么
预售的意义是什么？

天津市民小张也遇到同样
情况。熬夜付完一件大衣的尾
款，她再进直播间发现，预售总
价 比 直 播 间 现 货 价 贵 了 100
元。“当时问过客服预售价是否
是最低价，客服很肯定地承诺，

所以我才下单。”
还有消费者发现，需要支付

的 尾 款 高 于 预 售 时 标 出 的 尾
款。预售期间，小彭看到一家体
育品牌网店打出的优惠：指定日
期时间段下单，算上送定金和符
合该商品价格段的满减优惠，一
双运动鞋到手价只需 268 元。
等到付尾款，他一步步操作下来
需要支付287元。

一位大学生告诉记者，她发
现个别商家在“到手价”上做手
脚。“消费者通常认为的‘到手价
’等于‘定金+尾款’，但有商家
故意将‘到手价’解释为‘尾款
’，隐蔽地提高了价格。”

在黑猫投诉上，有消费者投
诉称，商家承诺预付减双倍定
金，结果只减了一倍。某运动品
牌被消费者大量投诉，均称商家
在承诺预售价为最低价后，放出
力度更大的优惠券。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商家标
榜的最低预售价高于直接支付
价，属于不履行价格承诺，涉嫌
虚假宣传。

预售商品想要退款
不容易

“7天无理由退换”已成多数
网购商品惯例，但不少消费者表
示，预售商品想退款却没那么便
捷。

记者调查发现，定金是很多
消费者对预售吐槽最多的。虽
然有些商家承诺可以退还定金，
但一些消费者按照预售协议申
请时发现困难重重。

天津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某运动品牌商家曾表示，预售
期间前 4 小时内付定金，后期不
满意可以退定金。但后来要退
货时商家说，需要等到收货后
才能申请退款，结果长时间都
无法拿到退款。

一些已经提交退定金申请
的消费者还表示，被告知无法
退还。“服务助手发来的好几条
信息都是‘提交成功、处理中’，
但后来就没消息了。几天后再
去问客服，对方却表示退定金
时间已经过了。”北京的小王告
诉记者。

“退起来太复杂了，而且全
是机器客服，光是等人工就要
等好久。”一位消费者表示。

许多平台宣传的保价服务
也很难实现。小吕发现，某电
商推出的保价规则避开了“双
十一”当天，还有的商家在预售
结束时下架商品链接，使该商
品无法保价。一位消费者告诉
记者，付定金购买某品牌乳液
时客服承诺享受保价，等收到

货后，却发现无法申请保价。
此外，预售期过长、收货时

间晚、无法修改寄送地址等，也
是 消 费 者 反 映 比 较 集 中 的 问
题。据黑猫投诉统计，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3 日，涉及预售的投
诉量达 5280 条，投诉主要集中
在服饰、美妆等。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下发
《关于规范“双十一”网络促销
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指出，禁
止采取“先提价后打折”、虚构
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
方式开展促销，杜绝虚假宣传，
妥善化解网络消费纠纷。

中国消费者协会也发出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预售
产品的，要明确预付款和尾款
的支付时间及金额、商家的发
货时间、双方的违约责任等重
要事项。

针对预售出现的问题，电商
平台是否已有监管举措？记者
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平台
的客服，对方均表示注意到今年
消费者关于预售的投诉，会向商
家发出通知规范相关行为。

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
期间，天猫及京东平台预售成
交总额高达 1863 亿元，同比增
长 34.4%。

记者发现，预售不仅是“双
十一”促销手段，其实早已存在
于电商日常销售中，其中尤其
以服装类居多。不少小的服装
品牌常年就是付款后 7 天发货、
14 天 发 货 ，有 的 甚 至 45 天 发
货。

业内人士表示，对消费者而

言，电商平台往往会对预售商
品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对商
家而言，通过预售可以事先锁
定部分用户，从而对销售额有
更准确的预判及准备，备货也
更加从容。表面上看，这应该
是一种消费者和商家双赢的方
式，因此在电商平台竞争日趋
激烈的背景下，吸引了不少商
家参与。但由于相关规则不够
完善，易给消费者带来不满意
体验。

“一些预售商品的供应周期
可能无法保证，或者出现产品
质量差、交货时间长，甚至有的
订单无法交付，损害消费者的
利益。”资深互联网行业专家尹
生分析说。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
为，商家采用预售经营时，必须
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
商务法等法律法规。预售制从
消费者付预售款到商家发货有
一个时间差，这段时间如果商
家出现经营不善或遇到其他问
题，导致无法正常履行订单义
务，有的甚至可能 关门跑 路。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消费者往
往很难维权。

受访 专家认为，从长 远来
看，不规范的预售将逐渐透支
消费者的信赖。陈音江认为，
商家首先要诚信守法经营，制
定公平合理的预售规则，并且
事先有效告知消费者，尤其是
预售规则中一些跟消费者有重
要关系的信息，要以醒目方式
有效告知，兑现预售规则和双
方约定的有关承诺，确保产品
质量和售后服务等。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占领建议，电商平台应建立
更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加强
对商家经营行为的监督，督促
商家及时履约或退款，对预售
欺诈行为及时采取制止措施，必
要时可直接取消电商入驻资格
或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市场
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一旦发现
违法违规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

（新华社北京11月 17日电）

·新华视点·

“双十一”结束后一些消费者发现：

预售比现买还贵
保价售后套路多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由军方领导人任主席的苏丹过渡主权委员会一
名成员16日说，在苏丹政局变动中遭扣押的人员将
获释，包括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

过渡主权委员会成员马利克·阿加尔告诉卡塔
尔半岛电视台：“所有被捕人员一两天内将获释，包
括哈姆杜克。”

另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军方领导人阿卜杜
勒·法塔赫·布尔汉16日会晤正在苏丹访问的美国
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莫莉·菲，表示已经着
手释放因政治原因被扣押的人员，受到刑事罪名起
诉的在押人员则不会获释。

报道说，布尔汉在会晤中表示，愿意与所有政
治力量对话，以实现民主过渡，在 2023 年 7月举行
自由公正的选举。

苏丹军方 2019 年 4 月推翻总统奥马尔·巴希
尔，同年 8 月与“自由与变革联盟”达成协议，成立
主权委员会。次月，苏丹过渡政府成立，由“自由与
变革联盟”提名的哈姆杜克出任总理。

今年10月25日，布尔汉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
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哈姆杜克遭军方扣押。
次日，哈姆杜克与妻子返回居所，处于“严密监视”下。

布尔汉11日发布宪法法令，宣布成立过渡主权
委员会，他出任委员会主席。据苏丹官方电视台报
道，这一委员会由军方、武装派别和平民代表组成。

苏丹通讯社报道，过渡主权委员会16日召开第
二次会议，讨论新总理人选。

“自由与变革联盟”重要成员之一“苏丹职业人
士协会”11日宣布，拒绝接受过渡主权委员会成员名
单，将以和平手段抵制。一些职业团体连日来组织
示威游行，要求军方还政文官政府。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国会众议院调查国会大厦骚乱的特别委员
会16日说，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如果违
抗传票、拒绝配合调查，委员会准备在今后数周内
推动表决，支持指控梅多斯藐视国会。

前一天，国会大厦骚乱调查另一名关键证人、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因藐视国会罪名遭
起诉后投案，在首都华盛顿一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
出庭。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9月 23日首次发出传票，要
求梅多斯、班农等 4 名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
时的高级官员 10月 7日前以书面形式说明骚乱当
天及前几天与特朗普的接触和联络情况，并在 10
月中旬闭门听证会上作证。

特别委员会主席本尼·汤普森16日告诉媒体记
者，委员会不想“匆忙”行动，而是会确保给予梅多
斯多次机会配合调查。按照他的说法，表决不太可
能在感恩节假期前进行。

班农本月 12日因藐视国会罪名被一个联邦大
陪审团起诉。司法部说，他所涉罪行有两项，一是
拒绝就国会大厦骚乱调查出面作证，二是拒绝按传
票要求提供文件。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赢得 2016 年总统选举的
主要功臣之一。特朗普上任后，班农充当白宫“师
爷”，2017 年 8月去职后，在外围继续帮助特朗普，
鼓动右翼民粹主义，宣扬 2020 年总统选举胜利果
实遭民主党“窃取”等阴谋论。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别委员会怀疑，国会大厦骚
乱发生前后几天，班农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
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等人在白宫对面的威拉德洲际酒
店套房设立“作战室”，联络冲击国会大厦的示威者。

梅多斯的律师一再表示，梅多斯不会遵从传
票，理由是特朗普声称特别委员会索要的材料和传
唤的证人受总统行政特权保护。但特别委员会反
驳说，对梅多斯的问话内容不直接包括与特朗普的
谈话，不受行政特权保护。

与国会大厦骚乱发生时班农已离开白宫三年多
不同，梅多斯当时仍然担任特朗普的高级顾问。

特朗普的支持者 1 月 6 日在国会大厦外示威，
数百人冲进大厦，迫使参众两院认证民主党人约瑟
夫·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议中断。一名国会警察
和4名示威者在这次暴力事件中死亡。

（新华社专特稿）

半岛电视台：

苏丹总理等遭扣人员有望获释

班农投案

下一个是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

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17 日电
2021年 11 月 17 日上午，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哈尔滨市

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

张明杰受贿、滥用职权，同案被告人

王绍玉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

受贿罪判处张明杰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张明杰有

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王绍玉有期

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

万元。对涉案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

以没收、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 年至

2011年，被告人张明杰在任哈尔滨

市道里区政府副区长兼道里区改制

领导小组组长期间，在国有企业哈

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并购过程中，以

及在哈尔滨市哈齐铁路客运专线工

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

土地储备中心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收储哈尔滨市原种繁

殖场部分土地过程中，徇私舞弊、滥

用职权，致使征地补偿款被并购单

位违规获取、部分职工安置款被违

规使用，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共计人

民币2.3259亿余元。

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被

告人张明杰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并购单位谋取利益后，先以借款为名

向该单位实际控制人索要人民币

500万元，后伙同王绍玉向该实际控

制人索要以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土

地参与的该单位 50%股权，折合人

民币9317万余元。案发后，办案机

关依法扣押、冻结了上述单位资产及

张明杰、王绍玉部分违法所得款物。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明杰的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王绍玉的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均应依法惩处。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张明杰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

11 月 17 日，记者拍摄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模型。
当日，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项目在金山区举行开工仪式。据悉，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占地

面积 31.8 万平方米，设有 8 大片区及一座主题酒店，预计于 2024 年开园。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正式开工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正式落下帷幕。虽然销售总量依旧火爆，
但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出的预售模式却引发了不小争议。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预售引发大量吐槽。有不少消费者
反映，付完尾款后发现，有些号称最低价的预售商品比现买还贵；找
商家协商，却发现保价套路多，售后服务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