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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省级警卫目标武警执勤“四防一体化”二期项目。

2.招标人：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3.资格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并具有相关的经营范围,
且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00（含）万元。（2）提供2014年第二季度的
企业纳税、社保缴纳记录凭证。（3）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4）在海南海口本地设立售后
服务机构。（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获取文件时间：2014年7
月25日至7月29日（09:00-11：00，14:30-16:30,节假日除外）。5.获
取文件地点：海口市和平大道福海路福海花园1号别墅（联系人：李小
姐，电话：13278940145）。6.携带以下资料购买谈判文件：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2014
年第二季度企业纳税、社保缴纳记录凭证，如省外单位需提供海南分公
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查
验）。7.文件售价：人民币100元/套。8.开标时间：2014年8月1日上
午9:00，地点：省机关事务管理局1楼会议室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市“同心家园”八期保障性住房项目消防工程。2、

招标人：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3、项目概况：3.1工程名称：三亚市“同
心家园”八期保障性住房项目消防工程。3.2项目概况：项目用地面积为
65436.01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13074.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97349.63平方米，本招标项目包括1#—16#商业及住宅楼和1栋幼儿
园的消防工程。3.3工程造价：11011168.37元（最终结算价以市审计部
门审计的结果为准）。3.4计划工期：150日历天；3.5建设地点：三亚市吉
阳镇十沟村A-10R2地块。3.6招标范围：工程施工（按招标人提供的施
工图、工程量清单及相关补充文件包含的全部消防工程）。3.7标段划
分：设一个标段。4、投标人资格要求：4.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且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质的国内企业。4.2投
标人拟派于本工程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4.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5、该项目实行网上发售招标
文件，请于2014年7月25日至7月29日登陆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
交易网下载文件。6、招标单位：贺工、张工0898-88256961 代理单
位：林先生 0898-66768308。7、详细内容请登陆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ztb.sanya.gov.cn/）查询。

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5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的荆莉与王凤霞、三亚

博越实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2014）保执字第26
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
认，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4年8月11日下午
15:3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观园1栋207
号房屋。参考价：40.1452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

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还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拍卖成
交后，在办理过户过程中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
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8月8日上午11: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8月8日上午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账
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
姓名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9-1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电话：68555961 13036099114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三亚西藏干部疗养基地项目。招标人：三亚藏苑西藏大

厦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建业恒安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地点：
海南省三亚市凤翔路西侧。项目规模：总建筑面积约54890.9m2，框架
结构,地下1层、地上15层；招标范围：消防工程、弱电系统工程与空调
设备系统采购及安装工程；（1）消防工程：工期要求：270日历天；资格
要求：投标人须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项目经理须具有
机电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证及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弱电系统工程：工期要求：270日历天；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
有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甲级、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贰级、安防工程企业壹级及以上资质与有效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项目经理须具有国家机电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执
业资格证书）。（3）空调设备系统采购及安装工程：工期要求：270日历
天；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有机电工程专业壹
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项目报名时间及地
点：于2014年7月25日至 2014年7月31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
上午8：30～11：30，下午15：00～17：00，到海南省三亚市新风街创业
大厦A栋1702室报名，每套招标文件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具体要
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联系人：王工18789661987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第七小学综合楼等项目施工招标
招 标 人：三亚市教育局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欧阳文乐
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夏建平
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金平
开标时间：2014年7月24日9：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市行业

行政主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 标 人：三亚市教育局
二0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催缴土地出让金的通告

海南省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等单位和个人获批建设用地后未按规定
或约定缴清土地出让金。为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切实规范土地市场秩
序，限欠款单位和个人（见附表）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到海口市土
地储备中心缴清所欠的土地出让金。逾期未缴清的，我局将申请人民法
院执行。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7月23日

海土资用字〔2014〕367号

附：欠缴出让金单位（个人）及欠缴金额
欠缴出让金单位（个人）

海口市公安局
金马国际联合（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海南鸿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海口市振东区红坎坡股份合作经济社
海口市秀英区荣山乡村民委员会

海南长成建设工程公司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种子公司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霸王岭林业局
黄运太、王燕益、王燕聪、王燕青
王银娥、王燕利、林赛贤、黄德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欠缴金额（元）
6224984.20
664485.00
1380200.00
1491824.00
188555.00
169726.08
1629512.00
6269732.00
823648.00
4800720.00
1075941.00

434321.00

招标人：海口市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办公室。招标代理：海南诚建项
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城市防洪防潮和排水防涝规划。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规划范围为绕城高速以北的海口市域及海口
市三龙地区，规划面积465km2（465km2面积不含三龙地区，三龙地区仅
核定和汇总现有排水规划成果，不新编排水规划）。工期180日历天。招
标范围：规划背景、城市防洪和排水防涝现状及问题分析、城市防洪和排
水防涝能力与风险评估、规划总论、城市雨水径流控制与资源化利用、城
市排水（雨水）管网系统规划、城市防洪规划和排水防涝系统规划、城市防
洪和排水防涝近期建设规划、城市防洪和排水防涝管理规划、城市防洪和
排水防涝保障措施。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行业
设计甲级（含）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其他要求详见
网络公告。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2014年7月25日起登陆
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
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
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联系人：钟先生68725513，洪先生68539829。

招标公告
定安县力大力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华毅实业有限公司自取得土地

使用权后，未按规定开发利用土地，已构成闲置土地行为。定安县人民
政府于2014年6月17日以定府[2014]87号文，决定无偿收回定安县力大
力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定安县南丽湖丁湖公路西侧3485m2（土地证号为：
定湖国用[2001]字第 301号）以及海南华毅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定安县黄
竹镇白塘水库53640m2（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92]字第1769号。我局分
别于 2013年 9月 18日、11月 26日在海南日报社刊登了《闲置土地调查
通知书》及《闲置土地认定书》，该宗地面积以此次公告面积为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土地权源证明。

因地址不详，无人签收，特公告送达。请以上两个单位自登报之日起
15日内到我局领取《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对《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不服的，可依据《行政复议
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2014年7月25日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告

抢鲜读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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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股期“两栖”高手吐干货 联动玩法月收益翻倍

机构动向：近期券商调研动向揭秘

(P24)

国企改革驶入快车道 中粮系表现强势

(P04)

(P17)
(P12)

多因素驱动 军工股将显王者风范
潘向东：未来十年投资转型

新华社古巴圣地亚哥7月23日电
（记者李斌 刘彬 魏建华）国家主席习
近平23日在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
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全程陪同
下，访问了古巴第二大城市、被称为“英
雄城”的圣地亚哥。

从哈瓦那前往圣地亚哥，飞行1小
时30分钟。两国元首在专机上亲切交
谈，畅叙友谊，探讨合作。习近平表示，
再过3天就是古巴起义日，我很高兴在此
前夕，在劳尔主席陪同下访问圣地亚哥。

抵达圣地亚哥后，习近平首先在劳
尔陪同下来到何塞·马蒂墓献花圈。两
国元首驻足长明火前。伴随着鼓点，士
兵换岗。军乐团奏古中两国国歌。在
肃穆的行进曲中，礼兵抬着花圈引领两
国元首来到何塞·马蒂墓前默哀。习近
平上前整理缎带，敬献鲜花，缅怀这位
古巴民族英雄、革命先驱。

何塞·马蒂墓坐落在圣伊菲赫尼亚公
墓内，很多古巴革命烈士长眠于此。习近
平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墙前，劳尔·卡斯特

罗向习近平介绍烈士们的英雄事迹。
随后，习近平来到蒙卡达兵营旧址

参观。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
特罗率领一批青年革命者攻打这座兵
营，打响了古巴革命第一枪。古巴革命
胜利后，古巴政府将兵营改建为“7·26”
学校城。

习近平和劳尔一同走进“7·26”历
史陈列馆。习近平指出，中古两党两
国都有光荣革命历史，革命先烈是激
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劳尔告诉习近平，这里现在是座学
校城，这座陈列馆是古巴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习近平强调，只有铭记历史，才
能面向未来。

离开蒙卡达兵营旧址，习近平来
到圣地亚哥市政府。习近平和劳尔一
同走上二层阳台。1959 年 1月 1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是站在这里宣布
古巴革命胜利。政府前广场上，当地
民众聚集在一起欢迎习近平。习近平
表示，今天听劳尔主席回顾革命往

事，古巴革命历史历历在目。古巴人
民是英雄的人民，圣地亚哥是英雄的
城市。相信古巴人民在劳尔主席和
古巴共产党领导下，将在建设符合本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
新的更大成就。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和劳尔再次举
行会晤，就中古关系及共同关心的话题
进一步交换意见。

当晚，习近平结束对古巴的访问，
离开圣地亚哥，启程回国。劳尔率古巴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罗德里
格斯等古方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劳
尔同习近平亲切握手话别。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拉美之行在古
巴画上圆满句号。劳尔主席亲自安排
日程，不辞辛劳，全程陪同，令我深切感
受到劳尔主席及古巴党、政府、人民对
中国的深厚情谊。我表示衷心感谢。
祝愿中古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两国人民
友谊万古长青。

习近平访问古巴“英雄城”圣地亚哥
在何塞·马蒂墓献花圈并参观蒙卡达兵营旧址

新华社曼谷7月24日电（记者常天童 张春
晓）泰国前总理英拉24日凌晨乘飞机离开泰国，
前往欧洲休假。英拉离开前在机场承诺还会回到
泰国。

据媒体报道，英拉目前已经抵达巴黎并与其
兄、同样当过总理的他信见面。英拉的一名助手
则向媒体表示，英拉计划于8月10日回国。

英拉此次获准出国休假备受关注。泰国媒体
猜测英拉将在休假期间为她的哥哥、流亡海外的
他信庆生。

由于英拉目前官司缠身，泰国各界猜测英拉
可能借此次出国休假流亡海外。本月20日公布
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50％的泰国民众认为英拉
有出国休假的权利。大部分民众认为英拉不会再
回到泰国，而是会效仿他信开始流亡生涯。

英拉赴欧休假
承诺返回泰国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24日宣布辞
职，以抗议执政联盟破裂。

乌克兰主要政党“自由党”和“打
击党”当天宣布退出执政联盟，亚采纽

克随后在议会说，鉴于乌克兰议会因
此难以运转和通过必要的法律，他决
意辞职。

乌克兰议长图尔奇诺夫说，接下

来应由“自由党”和“打击党”提名临
时总理人选，领导政府直至提前举行
议会选举。

（新华社微特稿）

抗议执政联盟破裂 乌总理辞职
7月24日，在伊拉克巴格达，福阿

德·马苏姆出席新闻发布会。
在伊拉克国民议会24日举行的会

议中，库尔德族议员、前临时国民议会议
长福阿德·马苏姆当选伊拉克新一届总
统。 新华社/路透

伊拉克选出新总统
这是7月24日在加沙地带北部拍摄的被以

军空袭损毁的建筑。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24日证实，以色

列国防军持续17天的“护刃行动”已经造成至少
7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500多人受伤，死伤者
中大部分为平民。 新华社/路透

以军“护刃行动”
致7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当地时间7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到机场为习近平送行。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