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
&

钟节华 主编
&

李丛娇 美编
&

许 丽 本省新闻 ! "

!"#$%&'()*+,$%-./01234567

三亚市政府投资审计中心是三亚市审计局下属的财政全额预算管理正科级事业单位! 主要负责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
"概#算执行和结"决$算情况审计%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

名编内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工作需要现将相关事项变更公告如下&

一!基本要求

'一$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品行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身体健康!籍贯不限()二$工民建*市政
道路*桥梁工程*岩土工程*园林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工程管理*工程经济*审计学等相关专业且从事工程造价相关
工作("三$录用后!服务期不少于

#

年!不得从事兼职工作%

二!招聘条件

共招
!"

名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

"一$

$"

岁"

!%&"

年
#

月
!

日以后出生$以下!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土建$执业资格证书%

"二$

'#

岁"

!%&#

年
#

月
!

日以后出生$以下!全日制大专或以上学历!工程建设领域中级以上职称或全国注册师%

"三$

'#

岁"

!%&#

年
#

月
!

日以后出生$以下!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全国造价员资格证书%

(

年以上工程造价
工作经验且不超过

$#

岁者!学历可放宽为全日制大专!但须独立承担不少于
!

项
!

亿元以上项目结算"概算*预算$主编
或主审任务%

三!考试加分

最终总成绩由笔试*面试及加分组成% 笔试*面试成绩共计
!""

分!笔试成绩加分如下&注册造价工程师及高级职称
者加

#

分(中级职称者加
$

分(在审计系统从事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工作
!

年以上者加
'

分!若同时符合两项以上加分条
件!仅最高分加分%

四!待遇

按三亚市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

五!报名

报名时间延长至
)"!"

年
$

月
)!

日上午
(

&

""

前截止! 报名人员请将报名表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012!3'4

567

!或直接到三亚市审计局一楼审计中心现场报名
8

地点&三亚市商品街麒麟巷
$'

号
9

!休息日照常报名!逾期不予受理%

8!9

网上报名者请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学历及专业证书的复印件!发至
*+,-+*./,012!3'4567

% 领取准考证时!携带
以上资料原件和近期正面免冠

!

寸照片
$

张到报名地点验证%

8)9

现场报名者携带上述
8!9

项所述资料原件和复印件*近期
正面免冠

!

寸照片
$

张% 未尽事宜及报名表下载!请登陆
.::;<==*04*+,-+4>6?45,

或
@@@4.1*-A**4>6?45,

%

六!准考证发放及考试

!

*

)"!"

年
$

月
))

日!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室发放准考证%

)

*

)"!"

年
$

月
)'

日!笔试% 内容&工程造价理论与实务% 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咨询电话&林鹏
"(%(B'()(#"%'

!

!'%&3%&'(&)

(刘付增胜
"(%(B'()(#"3(

% 传真&

"(%(B'()(#"(!

%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亚市审计局

二
!

一
!

年四月十三日

!阿凡达 !神奇之旅+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五日游 "#$%元&人
自然生态系列之旅+成都九寨双飞六日游 "'$%元&人
玩转香港澳门体验+港澳双飞品质五天游)海洋(迪士尼# ")$%元&人
出境旅游之东南亚+新马精彩六日品质)海口直飞# ")$%元&人
岛内精品特色旅游+环岛三天两晚豪华游 *$%元&人起
岛内精品特色旅游+琼海博鳌官塘二天一晚休闲游 *%%元&人起

,,系列更多精品线路欢迎垂询-

海南省国旅伴您!畅游天下美景"

国内游"'(!)#))* '(!)+(), 出境游"'(!),%!( '(!)+(!)

岛内游"'(!!'()% '(!)+(), 网 站"----./01234.053

89:-;;<=>?

6789: 89;<=9:;8>9:? ;=:@<? A<=@86< 7:89:9 B=>@896<

)中国国旅上海世博联盟$邀您逛世博#看世界$

+

月
*%

日精彩世博华东双飞六日)铁定发团$

世博门票有限! 欲报从速"

最低惊爆价

专
业
组
团

#

月
,

日
抢.鲜/看世博

!!"#@

AB1CDEF

文昌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交易中心
GB1HIJDEF

海南博信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BKLMNF

文昌市龙楼镇全美耕地开垦项目
OP4QRSF

位于文昌市龙楼镇政府北侧!建设规模为
#),-$.

公顷!新增
有效耕地面积

*+"-,$

公顷0 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项目总投资
,.%"

万元!其中
工程施工费)含设备购置费$预算价为

,+$$"$)#-%$

元% 工期
'

个月% 招标范围&

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工程*田间道路及设备购置工程%

TB,UVWF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
上资质!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近五年内在海南承接或完成过单项工程合同额

#%%

万元以上的土地开垦或土地整理工程项目经验%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XBYMZ[F"%,%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止%

\BYM]^_`abcF

海口市国兴大道
)

号省政务中心二楼
"+

号窗口!

文件每份人民币
#%%

元整!售后不退%

dPYMVWF

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建造师
证*业绩证明材料)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单$% 以上证件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ePfHZ[]bcF"%,%

年
#

月
,,

日
)

&

%%

于省政务中心
*

楼
*,#

室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

%$)$/'$##)*'$

注"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

gK1H67

AP1HDEF

定安县水务局
GP1HIJDEF

海南诚建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PKLMNF

定安县白塘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OPKLhSF

白塘水库位于定安县黄竹镇境内的万泉河支流
洋水河上!工程总投资约

,#%%

万元!工期为
,$%

日历天!资金来源
为政府投资%

TP1HijF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XPYMkaF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

\PYMVWF

请携带介绍信或委托书及其身份证*营业执照
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建造师注册资格证书
报名)验原件收盖公章复印件$及购买招标文件%

dPYM]^_`aZ[]bcF"%,%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下午
,.

&

%%

时止)节假日除外$(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中
心二楼

""

号窗口%

ePlm/F

洪先生(

lmnop

)

%$)$

$

'$#*)$")

(

gK1H67

根据海南盈海置业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的规定!现拟对.半岛一号/项目
一期的营销策略顾问*广告整合推广进行公开招标!诚邀国内外优秀的策略机
构和广告代理公司前来我司报名%

APKLhS

项目名称&半岛一号
项目地址&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岛
项目规模&占地

"))""'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

平方米!分四期开发%

本次招标内容&项目一期营销策略顾问*广告整合推广%

GPYMZ[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上午
)

&

%%! ,,

&

%%

!下午
*

&

%%!#

&

%%

%

qPYMbc

海南省海口市金贸中路
,

号半山花园海天阁
"#*$

室海南盈海置业有限
公司!邮编&

#.%,"#

!传真&

%$)$/'$#,#,*.

%

OPr+H/5,UVW

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相应资质的策略机构和广告公司!具
备良好*成熟的合作模式和优越的相关案例及业绩!有独到*创见性的市场和
产品理解能力!在业界口碑和声誉良好%

TPr,U`aVW

投标人报名时!须按下列顺序将资质文件装订成册!在报名期内送达报名
地点!逾期送达的资质文件将被拒绝

0

以下文件可提供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1

%

,

*法人营业执照)必备$(

"

*税务登记证书)必备$(

*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必备$(

+

*相关行业资质证明(

#

*投标人近三年的工作业绩
0

必备!并提供项目名称!工作内容
2

'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它证明文件%

XP,st$

报名结束后 招标单位将组织资格预审! 从合格投标人中各选择
#

家单位
成为正式投标人!参加竞标!具体招标事宜另行通知%

\Plm/

余先生 联系电话&

'$#,#,*.

89u8vwxy6z

G!A!{O|}e~

���A��4QA�

������B�7����

1Ht�67

89:/�,�f�&P89:���K��

l����89����K�� $%&&��w�12��67

海南省高级技校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的国家重
点技工学校% 设有机电一体化*车辆工程*电子电工*化工与制药*

计算机等多类专业!

)"!!

届毕业生
))""

人% 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
决定于

#

月
&

日)星期五$!联合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
)"!!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欢迎用人单位到学校设点招聘% 另该校
)"!"

年秋季招生报名工作已开始!欢迎广大初*高中及中职学校
毕业生报名% 详情请登陆&

.::;<==@@@4.,*0C4567=D

查询%

招聘会地址&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府城校区)府城大园路
&&

号$

就业中心联系电话&

"(%(B3#%"(%&'DDD

传真&

"(%(B3#%#')3"

招生联系电话&

"(%(B3#%#'3'&DD"(%(B3#%#"'$'DD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B3#%"('#$

 %]¡¢H£IJ1H67

一*项目名称&陵水县陵河两岸旧城和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楼房项目

三*招标范围&招聘陵水县陵河两岸旧城和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楼房项
目设计及勘探标段招标代理机构

,

家%

四*投标单位资质&

,

*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代理乙级)含$以上资质
五* 报名事宜& 请已在陵水县招标网站备案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登陆
333-4567-89:-;<

进行报名!报名前必须详读投标指南% 请未备案的招
标代理机构携带有效证件1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第二代$(

"

*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

*

*法人一寸近期彩色免冠照
"

张!附电子版(

+

*企业资
质证明)副本$(

#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
证% 2及其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前往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
,%#

室进行备案3

六*报名时间&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以网站公布时间为准$%

联系人&周先生"县招标办$ 联系电话&

,*$.'##"#,,

陈先生"县住建局$ 联系电话&

,*,,$))*"#'

二*招 标 人&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海南检察一分院重奖吴淑楷受贿案举报人
本报讯 #记者文刚 通讯员刘津生 卓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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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乐明 通讯员王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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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洪宝光 特约记者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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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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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记者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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