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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78:;"昆明华

昆招标代理有限公司。<!78=>"铝箔及纸箱车间的地基与基

础、主体、装饰装修、给排水系统、照明系统、防雷接地、动力管线、暖

通，各专业配套预埋管线。不含智能信息专业及消防专业施工。?!

@8AB"同时具备房建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建筑防水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工程贰级及

以上资质，2009年以来承担过单项规模1000万以上的房屋建筑

工程，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证及安考B

证，且无在建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C!78DEFG"请于

2012年7月11日9:00至7月17日17:3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http://218.77.183.48/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

文件每套售价1500元，售后不退。购买标书网上支付，支付地址

为:http://218.77.183.48/htms。H!@8DEIJ"投标截止时间

为2012年7月31日9:30，投标人务必在开标前将电子投标文件

上传到http://218.77.183.48/htms网址，并在开标前将纸质投标

文件提交海南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314室。K! LMNOP

Q"《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网站》。R!ST9"任玉芳 电话:13529070581

789"定安县雷鸣卫生院。78:;"海南诚建工程招标有限公司。U

VWX"定安县雷鸣卫生院经济适用房工程。UVYZ[78=>"项目位

于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5层20套，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约2038.30m2，资

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工期为180日历天，招标范围为土建工程及安装工程施

工总承包。\W]E"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

师资格，技术负责人要求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W^_"请拟派项目经理

本人及技术负责人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安考证

（B证）、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省外企业还须携带《省外建筑业

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其拟派项目经理须为《备案手册》中的备案

人员（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年7月10日至16日17:00前

（工作日内）到海口市金贸东路金玉广场4栋1501室报名及购买文件。文

件费每本500元，售后不退。不接受联合体投标。ST9"吴工6858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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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E"本招标项目海口新海航支
行装修改造项目已批准建设，招标人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UVYZ¾7

8=>"本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总建筑面积950.00m2，工
程预算人民币2930614.56元；工期:50日历天。招标范围:装饰装修
及配套土建安装工程，具体以施工图为准。./@89AB^_"3.1要求
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
以上资质，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 二级及以上 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
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8\W[7

8DE¿FG"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7月11日至7月
17日 （工作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http://218.
77.183.48报名。4.2报名条件:投标人必须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备案通过，登陆电子招投标系统下
载、购买电子版的招标文件。4.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元，售后不
退。)/

@8DE¿IJ"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
为2012年8月1日9时30分，地点为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三楼314室。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LMNO¿PQ"本次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STÀ

Á"招标人:欧先生36685808招标代理人:颜先生66795312

)*+,

G98环岛高速公路改建工程九所至八所段及邦溪至白马井段已由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海南省交通运输厅该项目的勘察

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

UVYZ¾78=>"本项目由九所至八所路段和邦溪至白马

井路段组成，全长140公里。其中九所至八所路段为第1标段，邦溪至

白马井路段为第2标段。每个投标单位只能报1个标段。

!/

@89AB^_" 第1标段: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及公路

行业（公路）设计甲级资质，2007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内

至少独立完成2条（含2条）50公里及以上高速公路勘察设计项目的

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第2标段: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及公路行

业（公路）设计甲级资质，2007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内至

少独立完成1条（含1条）50公里及以上高速公路勘察设计项目的初

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7月11日8:

30:00至2012年7月17日17:00:0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北京时间）在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

详情请登陆海南省政务中心网（http://www.hizw.gov.cn）和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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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

毒所委托，就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办公区A路

（出口路加宽）工程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出口路加宽、工

期:25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2年 7月 10日至 2012年 7

月 16日由项目经理本人携带介绍信和身份证、注册建造师

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证书；外省

企业还需提交《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

上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并胶状成册）到海口市国贸

北路26号金茂大厦14楼E2室报名。文件每套售价500元，

售后不退。企业资质要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以上资质 （含叁级），项目经理要求二级注册建造师资质

（含）以上。联系人:黎先生68556335。

)*+,

78Ì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ÎÏ"海南中咨

联招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UVWX"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椰创园经济适用房（一期）项目。UVYZ"项目位于文昌市文清大道

旁，总建筑面积19755.89M2。包括2栋17层住宅楼（3#、4#楼），共

192套经济适用房，总投资约为5011万元（企业自筹）。78=>"工

程施工图设计。AÐ^_"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外省企业同时

具有《省外建筑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项目负责人为国家注册

建筑师。\WÑÒÓ78DE" 由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国家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

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省外建筑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

册》（外省企业提供）（验原件收装订成册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年

7月10-16日在文昌市党政办公大楼西副楼二楼文昌市招投标办公

室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ST9"沈工685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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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时 %&分!在遨游太空 &%&小时 $!

分钟后! 神舟九号安全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
陆场! 标志着我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
接技术的国家"

!月 "'日!#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至
'%!"米深海! 创造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新
纪录%%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重工&中国电科%%

在这些重大科技项目的背后! 无不镌刻着国有企业
的深刻印记'

(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在航天航空的一线!在自
主创新的一线!在)走出去*的一线!在高风险+低回
报的一线!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 -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

人们依稀记得!在 $##(年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
期!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国
企难!改革更难!(改革脱困-成为 "%世纪末最为沉
重的经济话题之一,

在经历艰苦卓绝的(改革脱困-后!党的十六大
决定启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 为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从 "%%"年到 "%$$年! 国有企业以营业收入年
均增长 $')!!& 利润年均增长 ""!和税金年均增长
$')#!的稳定高速发展!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据统计!"%$$ 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 亿元& 实现利润 ""**!)( 亿元& 上缴税收
"##&+亿元"从 "%%"年到 "%$%年!全国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分别增长了 &)(倍&&)(

倍和 ')"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平均资产收益率
分别提高了 &)(个百分点和 +)$个百分点,

事非经过不知难, 沈阳化工集团总经理王大壮
对(改革脱困-时期的一幕幕仍难以忘怀.(一个个知
名企业陆续倒闭破产!数以万计的职工下岗!不时还
有人上访+堵马路%%下岗让他们很难接受!但如果
不改革!企业只会越陷越深!就是死路一条, -

(我们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把国有经济集中
到了大企业层面! 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淘汰了国有

大企业中的 *%%%多家劣势企业!剩下的都是好企业"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了这些
好企业的外部管理体系!而且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其内
部机制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国有企业经营效益
的改善是必然的,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
升!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经济带头响应中央宏观
调控政策! 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物
质支撑的同时!在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抗击严
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表示!和
国企比起来!民营企业相对小而零散, 如果说国有企
业承担的是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重担! 那么民营
企业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满足人民
生活的多样化需求,

(但这并不是说国企和民企之间没有竞争!两者
之间的竞争还非常激烈, -邵宁说!比如纺织行业中
的华诚集团虽然是中央企业! 但因为竞争不过民企
最终不得不整体破产, (但这样的竞争是积极的!有
利于国企民企共同发展和产业长远发展, -

恰恰食品股份公司副总裁李振武告诉记者!"%%$

年企业成立时!每天生产 '%%箱炒货!现在每天产量达
到了 $%万箱! 销售收入也从最初的 $)&亿元增长到
"%$$年的 "'亿元!带动了几十万人就业,(很多民营企
业都像我们一样!在小行业里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 国有经
济从(大而全-向(强而精-发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
基础性+战略产业做强+做精!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优势" 通过在不
同行业的产业链中与非国有经济形成良性的互动!

实现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在外资企业发展方面!从 "%%&年至 "%$$年!我
国共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万家! 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亿美元, "%$$年与 "%%&年相比!实
际利用外资增长了 $$!)(!, 截至 "%$$年底!中国累
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 '&)(万家! 实际利用外资
$)"万亿美元!已 "%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目前!外商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
能性机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外资研发中心
已达 $!%%多家!从事先进技术研究的近 *%!!!%!以
上的研发中心将全球市场作为其主要服务目标,

阿尔卡特/朗讯执行副总裁辛睿杰说!近年来中
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在不断完善! 中国巨大的
内需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将是对外资企业巨大的
(诱惑-, (我们将一如既往发展在华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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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6] 为了加强机关事务管理!规范
机关事务工作!保障机关正常运行!降低机
关运行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制定本条例,

ÿ&]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机
关事务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
本级政府机关事务的统一管理! 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和标准!统筹配置资源,

政府各部门应当对本部门的机关事务
实行集中管理!执行机关事务管理制度和标准,

ÿ?] 国务院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拟订有
关机关事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指导下级政府公务用
车+公务接待+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等工作!主管
中央国家机关的机关事务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指导
下级政府有关机关事务工作!主管本级政府的机关
事务工作,

ÿC]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政
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机关事务工作的监督检查!

及时纠正违法违纪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审计+监察等
部门和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 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机关运行经费+资产和服
务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接到对违反机关事务管理制
度+标准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

ÿH] 机关事务工作应当遵循保障公务+厉
行节约+务实高效+公开透明的原则,

ÿñ]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政府
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

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
出国0境1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ÿR]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机关后勤服
务+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服务等工作的社会化改革!

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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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机关
运行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本条例所称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
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ÿÊ]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机关运行的基本需求!结合机关事务管理
实际!制定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物定额
和服务标准!参考有关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格!组织制
定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定额标准和有关开支标准,

ÿÊ6]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根
据预算支出定额标准!结合本级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性质和特点!按照总额控制+从严从紧的原则!

采取定员定额方式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ÿÊ&]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务接待
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0境1费纳入预
算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
费+因公出国0境1费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
规模和比例,

政府各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和机关运行经费
预算制定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
出国0境1费支出计划!不得挪用其他预算资金用于
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或者因公出国0境1,

ÿÊ<]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部
门按照规定!结合本级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实际情况!

统一组织实施本级政府机关的办公用房建设和维
修+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后勤服务等事务的!经费管
理按照国家预算管理规定执行,

ÿÊ?] 政府各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政府采购
的法律+法规和规定采购机关运行所需货物和服务"

需要招标投标的!应当遵守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
规和规定,

政府各部门应当采购经济适用的货物!不得采
购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或者购建豪华办公用房,

ÿÊC] 政府各部门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
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的项目!不得违反规定自

行采购或者以化整为零等方式规避政府集中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缩
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保证采
购质量, 政府集中采购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应当低于
相同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

ÿÊH]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机
关运行经费支出统计报告和绩效考评制度!组织开
展机关运行成本统计+分析+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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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Ê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和组织实施机关资产管理的
具体制度!并接受财政等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ÿÊR]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机
关资产管理的规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节能环保要
求和机关运行的基本需求! 结合机关事务管理实际!

分类制定机关资产配置标准!确定资产数量+价格+性
能和最低使用年限,政府各部门应当根据机关资产配
置标准编制本部门的资产配置计划,

ÿÊ!] 政府各部门应当完善机关资产使用
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资产账卡和使用档案!定期清查
盘点!保证资产安全完整!提高使用效益,

政府各部门的闲置资产应当由本级政府统一调
剂使用或者采取公开拍卖等方式处置!处置收益应
当上缴国库,

ÿ&Ê]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级政府
机关用地实行统一管理, 城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应
当统筹考虑政府机关用地布局和空间安排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应当统筹
安排机关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对政府机关新增用地需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审核!并依照有关土地
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办理用地手续,

ÿ&Ê6]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制度!对本级政府机关办公用房
实行统一调配+统一权属登记"具备条件的!可以对
本级政府机关办公用房实行统一建设,

政府各部门办公用房的建设和维修应当严格
执行政府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维修标准!符合简朴
实用+节能环保+安全保密等要求"办公用房的使
用和维护应当严格执行政府机关办公用房物业服
务标准,

ÿ&Ê&] 政府各部门超过核定面积的办公
用房!因办公用房新建+调整和机构撤销腾退的办公
用房!应当由本级政府及时收回!统一调剂使用,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人员退休或者调
离的!其办公用房应当由原单位及时收回!调剂使
用,

ÿ&Ê<] 政府各部门不得出租+出借办公
用房或者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未经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不得租用办公用房,

ÿ&Ê?] 国务院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拟订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定期发布
政府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用车管理工作, 执法执勤类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
理的具体规定!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
本级政府公务用车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下级政府
公务用车管理工作,

ÿ&ÊC] 政府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公务用
车编制和配备标准!建立健全公务用车配备更新管
理制度!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或者超标

准租用车辆! 不得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
置或者豪华内饰!不得借用+占用下级单位
和其他单位的车辆! 不得接受企业事业单
位和个人捐赠的车辆,

ÿ&ÊH] 政府各部门应当对公务
用车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并建立健全
公务用车使用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

政府各部门应当对公务用车的油耗和
维修保养费用实行单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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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Ê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
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制度! 确定
机关后勤服务项目和标准! 加强对本级政府各部门
后勤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用
后勤服务资源,

政府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部门后勤服务管理制
度!不得超出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提供后勤服务,

ÿ&ÊR]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简化礼
仪+务实节俭的原则管理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

国务院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拟订政府机关公
务接待的相关制度和中央国家机关公务接待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 确定公
务接待的范围和标准, 政府各部门和公务接待管理
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和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务接待管理机构负责
管理本级政府公务接待工作! 指导下级政府公务接
待工作,

ÿ&Ê!]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
会议管理!控制会议数量+规模和会期!充分利用机
关内部场所和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召开会议!

节省会议开支,

ÿ<Ê] 政府各部门应当执行有关因公出国
0境1的规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因公出国0境1的事
由+内容+必要性和日程安排进行审查!控制因公出国
0境1团组和人员数量+在国0境1外停留时间!不得安
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考察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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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Ê6] 违反本条例规定! 接到对违反机
关事务管理制度+ 标准行为的举报不及时依法调查
处理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任免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ÿ<Ê&]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0一1超预算+超标准开支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
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0境1费!或者挪用其他预算
资金用于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因公出国
0境1的"

0二1采购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或者购建豪华
办公用房的"

0三1出租+出借办公用房!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
能!或者擅自租用办公用房的"

0四1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或者超标准
租用车辆! 或者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 豪华内
饰!或者借用+占用下级单位+其他单位车辆!或者接
受企业事业单位+个人捐赠车辆的"

0五1 超出规定的项目或者标准提供后勤服务
的"

0六1安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国0境1考
察或者培训的,

ÿ<Ê<] 机关事务管理人员在机关事务管
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受
贿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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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Ê?] 其他国家机关和有关人民团体的
机关事务管理活动!参照本条例执行,

ÿ<ÊC]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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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日公布2机关事务管理条例3!要
求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
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 定期公布公
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0境1

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条例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机关后勤
服务+ 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服务等工作的社会化
改革!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
出国0境1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0境1费在机关
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

条例规定! 政府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公务

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 建立健全公务用车配备
更新管理制度!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
车或者超标准租用车辆! 不得为公务用车增加
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不得借用+占用下级单
位和其他单位的车辆! 不得接受企业事业单位
和个人捐赠的车辆'

条例要求! 政府各部门应当对公务用车实行
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并建立健全公务用车使用登
记和统计报告制度' 政府各部门应当对公务用车
的油耗和维修保养费用实行单车核算'

2机关事务管理条例3规定!政府各部门应当依
照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规定采购机关运行
所需货物和服务!采购经济适用的货物!不得采购
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或者购建豪华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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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关事务管理条例3已经 "%$"年 !月 $&日国务院第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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