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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海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08HN0080号

受委托，现对琼中海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49%股权，公
开招商引进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琼中海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中海汽
建设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15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截止2013
年10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值为6,650.64万元，负债总额评估
值为1,429.31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5,221.33万元。公司主要资产
包括位于琼中县城营根镇、湾岭镇、什运乡等地的土地使用权共计18
宗，面积共计46,594.1m2及地上房屋建筑物、4宗投资性房地产。

琼中海汽建设公司拟将上述土地全部进行商业开发，总投资额
测算将超过3亿元，采取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投资者筹集部分资金，并
利用投资者的社会资源，以股权合作方式开发项目。

二、增股扩股方式：本次增资扩股后，琼中海汽建设公司注册资
本金增至5000万元，招商方、投资方分别持有股权为51%、49%。

三、挂牌底价：5017万元，公告期为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8
月28日。对投资方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号窗口 电话：65303602，海口市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5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34（孙小姐）、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8月1日

根据有关规定，2014年7月16日我厅依法颁发了如下《融资性担
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海南博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原先持有的第00056550
号《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因有效期限届满予以收回。

现予通告
联系人：吴先生 邮政编码：570105

海南省财政厅
2014年8月1日

颁发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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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口大成置业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广州市财贸建设开发

监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甸溪北岸中段项目（西溪里三）1501地块、
1502地块工程；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溪北岸中段，新建8
栋，地上1-3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为22770.1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18510.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4259.58平方米。计划工期：
180日历天；工程建安费为33840257.04元。施工招标范围：土建及安
装工程等（以施工图为准），监理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监理。投
标人资格要求：施工：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且注册资本金不少于工程建安费的20%（含），近三年来（2011年1月起）
完成过的房屋建筑工程单项金额不少于3000万元的(时间以工程竣工验
收为准)业绩，项目经理要求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
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监理：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
质。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省外进琼企业须持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投标人
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在地或单位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
于单位、法定代表人、拟派担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或总监无行贿犯罪档案
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4年8月1日起
登陆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电子招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的媒
介：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联系人：赵工，电 话：18889997180。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项目三期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恒大·海口市文化旅游

城三期”项目位于迎宾大道西侧，规划用地面积38563.13m2,拟建6栋
地上18-25层、地下1层产权式酒店，建筑面积地上146059.06m2、地

下29699.53m2。现建设单位拟在多栋产权式酒店屋顶设置太阳能热

水系统，并申请补偿建筑面积627m2，符合《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行办法》规定。为进一步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

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8月1日至8月14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9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3，联系人：苏庆雄。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8月1日

海南省警卫局1995年由公安行政编制
转为武警现役体制。自成立以来，特别是近

几年，省警卫局在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正
确领导下，在省公安厅党委的统一指挥下，紧
紧围绕习总书记提出的能打仗、打胜仗的要
求，和警卫执勤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瞄准全面
建设部队、提高战斗力的目标，大力加强部队
党的建设，严格部队管理，狠抓军事训练、业务
建设和后勤保障，部队发展建设和警卫工作
取得很大成绩，这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关心
爱护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当前，警卫部队
正在深入开展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尤其是习总书记视察中央警卫局时的讲话精
神，努力将部队打造成一支忠诚可靠，素质过
硬，让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警卫部队，为海南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作出应有贡献。

（文字由本报记者周元 彭青林 整理
图片由本报记者王凯 摄）

海南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商万森大校：

打造让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警卫部队

海南省海警总队由原海南边防海
警、海上缉私和渔业监管部门整合组

建，主要担负海南省周边海域海上行
政、治安和刑事综合执法工作，遂行海
上重大安保警卫任务，负责北部湾和西
沙海域巡逻监管，参与南海重大维权执
法行动。

目前，我们海警部队正处在边组建、
边执勤、边提高战斗力的特殊和十分困难
时期，但是，我们坚信在中国海警局党委
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兄弟部
队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
难，加快部队整合建设的步伐，尽快提升
战斗力，落实好习主席对海警部队提出的

“政治素质特别过硬、纪律作风特别过硬、
执法能力特别过硬”三个特别过硬总要
求，维护好国家海洋权益，服务好海南省
经济社会发展。

海南省海警总队政委徐奎民大校：

加快部队整合建设步伐提升战斗力

消防部队作为在党委政府直接领导
下为社会和老百姓抢险救灾的专业队伍，

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这些年来，对
部队的投入不断增加，消防队站建设、公
共消防设施建设、消防装备建设都有了大
幅提升，部队的灭火救援、抢险救灾能力
也有了显著提高。目前，抗风救灾后续工
作仍然是消防部队的重大政治任务，部队
仍然处于二级战备状态。从“威马逊”台
风登陆，消防部队就第一时间投入了全面
的抢险救援工作。

消防部队一定按照习主席“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要求，
认真总结，加强训练，千方百计吸取
这次救灾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升
我省消防部队抢险救灾的能力，为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创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

武警海南省消防总队政委盛永中大校：

为海南创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近年来，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紧紧围
绕服务保障海南发展大局，锐意进取，忠诚
履职，团结和带领全省边防官兵先后完成
了一大批急难险重任务。特别是在抗击今

年超强台风“威马逊”中，总队全警动员、全
力以赴投入各项防风和重建工作。

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持
续加大对边防部队的支持力度，帮助解决
了一批实际问题，消除了官兵后顾之忧。
我代表边防总队广大官兵对省委、省政府
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边防总队将坚
决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的决策
部署和指示要求，始终坚持服务和尊重党
委政府的原则不变、服务和支持地方建设
发展的责任不变、在地方公安机关领导下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职能不变，找准国家
全面深化改革、边海防战略调整的结合点、
切入点、着力点，全力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努力为海南科学发
展、绿色崛起和国际旅游岛建设创造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
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政委刘守跃少将：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武警海南省总队是省委、省政府直接
领导和指挥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海南人民
的子弟兵。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对总队
建设高度重视，为总队解决了许多实际困

难，极大鼓舞了官兵士气，促进了部队全面
建设和任务的完成。伴随海南的发展进
步，在武警部队党委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武警海南省总队全面建设也取得
了新的成绩。部队建设层次和遂行任务实
战能力大力提升，同时圆满完成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视察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三
亚国事活动等重大安保活动，并积极参与
到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抢险救灾工作中。

罗书记代表省委对部队全面建设和履
行职责使命提出了殷切希望。我们一定会
按照武警部队党委和省委、省政府的指示
要求，围绕强军目标，切实把部队教育好、
训练好、管理好、建设好，时刻保持箭在弦
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确保经常性
勤务圆满完成，确保遇有情况时能召之即
来、用我必胜，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
之师、敌对分子惧怕的威武之师，为实现海南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武警海南省总队政委戴金益少将：

努力建设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在建军87周年到来之际，在抗击超
强台风“威马逊”刚刚过去的时刻，罗保铭
书记率慰问团来到武警总队，对武警和边
防、消防、海警、警卫部队进行“八一”慰

问，我们深感喜悦、备受鼓舞，这充分体现
了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武警广大官
兵的信任和关爱。

在座谈会上，罗书记作了非常重要的
指示，对我们部队建设发展寄予了期望和
重托，我们深感振奋和鞭策，也深感责任重
大。我们一定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省委的
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习主席“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要求，一如既往地保持和发扬拥政
爱民、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服从服务于海
南建设大局，召之即来、英勇顽强、勇挑重
担、敢打头阵，坚决完成省委、省政府赋予
我们的光荣使命，努力锻造信得过、用得
上、靠得住、经得起各种严峻考验的英雄部
队和钢铁长城，以新的更大的成绩来回报
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厚望，为推动
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加快国际旅
游岛建设谱写新的篇章发挥重要作用。

武警海南省总队司令员孙建锋少将：

锻造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英雄部队

超强台风“威马逊”来袭后，省军区
部队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迅速
响应，努力打好“三战”：一是“防御战”。
省军区各部队落实危险部位值班观察制
度，果断转移存在危险的驻训分队，全区
5300余名驻训官兵未伤一人、未损一件
装备。二是“抢险战”。在做好自身防护

的同时，迅速预置1万余名官兵和相关装
备器材，做好抢险救灾准备。18日晚，文
昌市铺前镇、罗豆农场和海口市美兰区
三江镇地区海水倒灌，村庄大面积被淹，
2460余名群众被困，省军区305名现役
官兵和600名民兵闻令而动，冒着生命危
险，边清障边开进，连续奋战到天明，成
功转移受灾群众，人员装备无一损伤。
三是“稳心战”。台风过后，迅速组织官
兵投入灾后重建，截至29日12时，省军
区部队共出动现役官兵3626名、民兵预
备役人员6223名、车辆254台参与灾后
救援，共转移群众 87028 人，疏通道路
2153公里，运输物资313吨，清理障碍物
11255吨，筹集爱心捐款162万余元，为
支援灾后重建、稳定民心作了力所能及
的贡献。

省军区将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
遇，在海南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人民的
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增强
民兵队伍，为谱写美丽中国海南新篇章，
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省军区政委刘新少将：

为谱写美丽海南新篇章而奋斗

刘守跃少将

锻造钢铁长城 为海南保驾护航
——我省“八一”拥军慰问座谈会部队代表发言摘登

在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的战斗
中，南航部队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
号召，想驻地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踊跃参加抗风救灾，谱写了一曲军民
团结的英雄赞歌，进一步增强了军民
鱼水情谊。这充分说明，只要军政、军
民同心同德，同心共济，就一定能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近年来，海南省投入经济和国防建

设力度加大，全力支持驻琼部队，办了许
多实事和好事。特别是省领导对双拥工
作特别重视，对部队的建设尤为关心，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南航部队将牢记习主席“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全力
以赴打造核心军事能力，继续深入抓好
军事斗争准备，坚决捍卫南海主权和海
洋权益。希望军地精诚团结、密切配合、
通力协作，共同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
各项任务。

海南是我们的故乡，建设海南、保
卫海南是南航部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将高扬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主旋律，
支持海南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主动担当
急难险重任务，努力为海南人民多做好
事、实事，以实际行动推进海南科学发
展、绿色崛起。我们深信，人民海军的
明天一定会更加强大，海南的明天一定
会更加美好。

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王长江少将：

努力为海南人民多做好事实事

王长江少将

戴金益少将孙建锋少将

刘新少将

商万森大校盛永中大校 徐奎民大校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罗保铭和省长蒋定之分别率团慰问驻琼军警部队官兵，向坚守在战备执勤一线、为开展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无私
奉献的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

座谈会上，驻琼军警部队代表踊跃发言，一致表示，将坚决按照习近平主席“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要求，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一如既往发扬拥政爱民、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灾后重建，为推动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报今天摘登座谈会上相关军警部
队代表的发言，以飧读者。

海南建省26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
带领全省人民抓建设、谋发展，社会经济发
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前不久，面对超强台风“威马逊”的
袭击破坏，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抗风救灾的决策部署，
带领全省人民全力投入抗风救灾和恢复

重建工作，及时将台风造成的损害减少
到最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些成就，
凝聚着省委、省政府呕心沥血的战略筹
划，凝聚着全省人民开拓奋进、攻坚克难
的进取精神，值得我们部队广大官兵认
真学习。

海南有着拥军优属的好传统。省委、
省政府始终坚持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
始终做到民富不忘国防，大力支援部队建
设，全面落实优抚政策，让广大官兵切身体
会到了驻地政府的关心关怀。省委、省政
府和全省人民对部队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将把海南广大人民的关心支
持化作动力，把守卫南海、建设南海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紧紧围绕强军目
标，按照“能打仗、打胜仗”要求，扭住
根本铸军魂，聚焦中心谋打赢，不断提
升作战能力，以强烈的政治责任、过硬
的军事素养、优良的战斗作风，铸牢祖
国的“钢铁长城”，把好祖国的“南大
门”。

91458部队司令员郭玉军少将：

铸牢钢铁长城把好祖国“南大门”

郭玉军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