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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的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8月25日10:00
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如下房产：1、（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
022号标的：儋州市政府房改房21幢101房（现绿园小区），建筑面积：
152.73m2，参考价：人民币 37.7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7万元；2、
（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023号标的：儋州市西联农场原洛基工商所
办公地址2层房产一套，建筑面积：249.95m2，参考价：人民币73.7万
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5万元；3、（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024号标

的：海口市海甸五西路万福新村A7栋205房，建筑面积：82.76m2，参考
价：人民币34.4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7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8月22日17:00时止。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4年8月21日17:00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
为准，如为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
续。收取保证金单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
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处应填明对应的案号所执行
的标的竞买保证金。说明：（1）瑕疵详见《委托拍卖标的物瑕疵告知书》
（2）过户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嘉和拍卖有
限公司电话：0898—68571258。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
话：0898-23882950林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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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选聘招标代理公告
一、招聘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二、项目名称：提蒙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和小妹西灌区母洪支渠渠道改造工程。三、招聘内容：
1、提蒙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小妹西灌区母洪支渠渠道改造工程，选
聘招标代理机构1家负责以上2宗工程的招标代理工作。四、资质要
求：独立法人，具有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和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有造价工程师
执业资格，选中的代理单位负责本项目的所有招标工作，须派员进驻
我局接洽工作。五、报名时间：2014年8月7日-8月11日17：00时
止（以网站公布时间为准，节假日不受理注册备案）。六、报名事宜：
已在陵水县招标网站备案的企业，请法定代表人登陆www.lszbw.
com，按投标指南办理报名。七、抽签时间：2014年8月15日11点
整；地点：陵水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C幢（纪检楼）5号会议室。（未按
时到达指定地点按弃权处理）联系人：黄先生（招标办）电话：0898-
83333299；吴先生（水务局）电话：0898-83323418

选聘招标代理公告
一、招聘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二、项目名称：光坡镇高效节

水灌溉工程和公田岭水库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和太龙水坝灌区节水改造工
程。三、招聘内容：1、光坡镇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公田岭水库灌区节水改
造工程3、太龙水坝灌区节水改造工程；选聘招标代理机构1家负责以上3
宗工程的招标代理工作。四、资质要求：独立法人，具有中央投资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
项目负责人具有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选中的代理单位负责本项目的所
有招标工作，须派员进驻我局接洽工作。五、报名时间：2014年8月7日-
8月11日17：00时止（以网站公布时间为准，节假日不受理注册备案）。
六、报名事宜：已在陵水县招标网站备案的企业，请法定代表人登陆www.
lszbw.com，按投标指南办理报名。七、抽签时间：2014年8月15日11
点整；地点：陵水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C幢（纪检楼）5号会议室。（未按
时到达指定地点按弃权处理）联系人：黄先生（招标办）电话：0898-
83333299；吴先生（水务局）电话：0898-83323418

选聘招标代理公告
一、招聘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二、项目名称：本号镇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三、招聘内容：本号镇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选聘招
标代理机构1家负责以上1宗工程的招标代理工作。四、资质要求：
独立法人，具有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和工
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有造价工程师执
业资格，选中的代理单位负责本项目的所有招标工作，须派员进驻我
局接洽工作。五、报名时间：2014年8月7日-8月11日17：00时止
（以网站公布时间为准，节假日不受理注册备案）。六、报名事宜：已
在陵水县招标网站备案的企业，请法定代表人登陆www.lszbw.com，
按投标指南办理报名。七、抽签时间：2014年8月15日11点整；地
点：陵水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C幢（纪检楼）5号会议室。（未按时到达
指定地点按弃权处理）联系人：黄先生（招标办）电话：0898-
83333299；吴先生（水务局）电话：0898-83323418

彭家豪：
本院受理原告董志新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

告诉求你赔偿医疗费110元、拖车费1400元、保全费1520
元、起诉费 2000元、车辆维修费 63000元、精神损失费
5000元，合计人民币7303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4年11月14日在
本院和乐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公告

一、招标单位：万宁水业公司
二、代理单位：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工程名称：和乐镇农村自来水入户配套工程（遗留）
四、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
上注册建造师资格

五、招标文件获取：由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4年8月7日
至 2014年 8月 13日，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5:00
时至 17:00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海口市美苑路16号春江壹号A
单元13楼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

六、联系人：王工 68522896

招标公告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国务院办
公厅5日发出关于有序做好支援云南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8月3日，云南省昭通
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李克强总理
等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时间赴灾区指挥
抗震救灾。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
和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灾，人民解放

军、武警部队、公安民警及专业救援队
伍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社会各界给予
大力支持，许多志愿组织和人员积极
投入抗震救灾。

目前，灾区抢险救援、医疗救治、群
众生活安置、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由于地震灾区处于河谷地
带，山高坡陡路险，道路损毁严重，地质
灾害多发，交通通行不畅，伤员转运和
救灾物资运输面临很大压力，加之灾区
余震不断，大量房屋倒塌或受损，基本

没有接待能力，如大量人员前往，不仅
自身安全难以保障，也给当地救灾工作
带来新的困难。应云南省的要求，为有
力有序做好抗震抢险救灾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抗
灾救灾工作机制。考虑到此次地震灾
害范围、规模和影响，中央已明确抗震
救灾以地方为主形成统一指挥体系。
云南省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高效工作
机制，扎实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国

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及时帮助灾
区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二、严格控制赴灾区工作人员。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团体，
未经批准近期原则上暂不自行安排工
作组和工作人员前往灾区。对于灾区
确有需要的，国务院办公厅将统一作出
安排。

三、加强对社会捐赠的统一组织
管理。社会各界有捐赠意愿的，建议
以捐赠资金为主，通过民政部规定的

渠道，主要用于灾区重建和受灾群众
长期安置需要。对于捐赠的物资和装
备，由捐赠地民政部门与灾区民政部
门协调后，统一安排接收并有组织地
运往灾区。未经协调确认的，一律不
得自行分散运送。

四、及时劝阻非紧急救援人员赴灾
区。各有关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做好
解释说明，及时劝阻非专业救援组织、
志愿者、游客等近期尽量不要前往灾
区，以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发通知要求

有序做好支援鲁甸抗震救灾工作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 8月 6日电
（记者白靖利、曹凯）通往震中龙头山
镇的“咽喉桥”——龙泉河桥5日晚顺
利架成，这标志着鲁甸地震发生后一
直中断的通往震中的道路终于打通。

鲁甸地震发生后，龙泉河桥垮塌，

致使灾区与外界的联系中断，救援人
员只能徒步进入灾区，大批救援物资
被堵在途中。

新架设的龙泉河桥是钢质结
构，长度近30米，限载15吨，为单向
运行桥。

通往震中的道路终于打通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 8月 6日电
（记者庞明广）记者6日从云南省疾控
中心获悉，鲁甸地震灾区尚未发现传
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
灾区已有249名专业防疫人员正全面
开展各项防疫工作。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主任陆林介
绍，鲁甸地震灾后疾病流行风险总体
较高，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染
病，如痢疾、甲肝、伤寒、流感、麻疹

等，目前震区尚未发现传染病疫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截至6日上午8时，已有249名
专业防疫人员到达地震灾区，并驻点
开展防疫工作，其中重灾区鲁甸县龙
头山镇、火德红乡已实现每村都有一
名专业防疫人员驻点。防疫人员正
积极开展灾后疾病流行风险评估、受
灾群众症状监测及饮用水安全检测
等工作。

灾区未现重大传染病疫情

6日下午，在300米长的堰塞体上，25名部
队官兵冒着山体滑坡的危险正在紧张搬运炸
药；堰塞体后15公里长的堰塞湖沿岸，老少村
民带着简单的家具正忙着向山上转移。

正在带领战士搬运炸药的武警某部向政委
说，5日下午接到向堰塞体运送炸药的命令，部
队迅速组成突击队。山体滑坡不时发生，战士
们冒着危险紧张忙碌。到6日17时左右，他们
已搬运了80件2000公斤左右的炸药，存放在
指定的位置。

居住在堰塞湖沿岸的村民也忙碌不已，他们
正紧急撤离水边危险区域：有的村民挑着家具，有
的村民扛着电器，有的村民背着日常用品……

记者在会泽县纸厂乡江边村委会新田村民
小组看到，几个村民用背篼背着日常用品往山
腰上搬。村民张国强说：“我们村小组已经被淹
了8户，还有不少村民的房子都面临被淹没的
危险，大家只能搬点简单的家具，一点一点地往
坡上转移。”

沿着堰塞湖边徒步往里走，沿途公路边有
许多村民搭建的露天窝棚，守在旁边的村民不
时观察着水位的变化。32岁的左美兰说：“湖
水淹没了我家的房子，我们根据水位情况向更
高的地方转移。” 记者 李伟 浦超

（据新华社云南会泽8月6日电）

炸药险中运
村民山上移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
于文静）据国家防总消息，截至6日
14 时，云南省红石岩堰塞湖水位
1176.42 米，较昨日 14 时上涨 1.82
米，涨势趋缓，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
开展。

记者从国家防总了解到，截至6
日14时，红石岩堰塞湖蓄水约5600
万立方米，入湖流量209立方米每秒，
出湖流量12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

文部门在堰塞湖上游、堰塞湖坝前和
牛栏江入金沙江口布设了3处水文应
急监测断面，实现了水情信息逐小时
报送。

据了解，国家防总前方工作组对
堰塞湖进行查勘分析，提出对红石岩
水电站引水管实施爆破排水的方案，
加大下泄流量，减缓堰塞湖水位上涨，
为应急排险争取时间，目前武警水电
部队等有关单位正组织实施。

震区堰塞湖水位涨势趋缓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记者
6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5日
16时，云南省卫生计生部门已收治地
震伤员2833人，现住院1295人，其中
危重伤员40人、重伤员122人。

据介绍，云南省级和昆明市级医

院现住院伤员21人；昭通市各级医疗
机构现住院伤员1221人，其中昭通市
级医疗机构现住院伤员253人；鲁甸
县各级医疗机构现住院伤员698人；
巧家县各级医疗机构现住院伤员270
人。曲靖市会泽县现住院伤员53人。

2833名伤员被卫生计生部门收治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6日电（记者吉哲
鹏）“我们想用自己的幼儿园为抗震救灾做点贡
献，免费接收灾区暂时无法安置的学龄前儿童，
为抗震救灾搭一把手。”昭通市昭阳区永红双语
特色幼儿园园长杨永红告诉记者，幼儿园将尽
己所能及提供免费的临时救助，为孩子们搭起
一个“爱心港湾”。

永红双语特色幼儿园位于昭阳区永丰镇三
甲村，距离鲁甸县20多公里。36岁的姐姐杨永
红是院长，33岁的妹妹杨永萍是副院长。这对

“姐妹花”开办的幼儿园成立于2002年，现在
10多位老师带着6个班、200多个孩子，是当地
规模较大的民办幼儿园。

杨永红告诉记者，鲁甸6.5级地震对幼儿园
的影响不大。虽然已经是暑假，但还有60多名
留守儿童每天要到幼儿园学习和玩耍。

“很多留守儿童已经在村里上小学，但他们
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暑期也无暇顾及。我们
就义务帮着照顾一下孩子，带着他们做作业、做
游戏。”杨永红说。

“鲁甸发生了灾难，全国各地的人都前来支
援。自己作为一名昭通人，又是一名残疾教师，这
么多年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由于我不能到
一线去救灾，只能和妹妹用自己的专长，做一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杨永红说。

6日，已经有咨询的电话打到了幼儿园。
“不管是三甲村的孩子，还是鲁甸灾区的孩子，
我们都会一样地疼。希望这能够缓解政府抗震
救灾的压力，缓解受灾群众的困难，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杨永萍说。

为灾区儿童
搭起“爱心港湾”

8月6日，一名儿童在鲁甸县龙头山镇的
临时安置点的帐篷前吃面包。 新华社发

爱心

8月6日，在云南省鲁甸县龙头山镇龙井村，当地群众在转运伤员。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图 为 鲁
甸县龙头山
镇临时集中
安置点的一
排排搭建有
序的帐篷（8
月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

目击

6日下午，在废墟中被埋50多小时
才获救的88岁老人熊正芬躺在昭通市
中医院重症病房，和正在为她查看病情
的解放军总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香美一同比着“胜利”的手势。

这位鲁甸地震迄今为止被掩埋时
间最长、年龄最大的生还者8月5日晚
才从鲁甸县龙头山镇八宝村萝卜地社
的废墟中被挖出，送往医院紧急救治。
目前，老人除暂感头部疼痛外，生命特
征基本稳定。

“我们都以为她已经不行了。”老人
的外孙李友彪说，5日自己和舅舅在坍
塌的老宅挖掘时，意外地听见老人的呼
救声，便立即前往救灾指挥部请求帮
助。成都军区的官兵和来自云南省中
医院、昭通市中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即步
行约6公里赶往现场救援。

冒着余震引起再次塌方的危险，官
兵们一寸寸地将砖瓦废墟挖开近两米

深才找到老人将其救出，一直在旁守护
的医疗救援人员立即给老人进行了简
单的检查和处理。灾区道路不通，解放
军官兵们又以接力的方式徒步将老人
抬出灾区，送上救护车。

“这是奇迹。”李友彪反复念叨，“真
没想到她能活下来。”

这是生命的奇迹，守望它的，是最
可爱的人和白衣天使。

26岁的朱丽8月3日在龙头山镇
政府值班，下午4时30分许，刚坐到床
上想休息一会儿的她忽然被抛起，随即
房屋垮塌朝她压了下来，出于本能，她
伸手护住头部，恰好一块木板斜压在砖
石上，在她头部上方留出一小片空间，
而脖颈以下，已完全被瓦砾掩埋。

幸运的朱丽仅仅等待了十余分钟，
就等来了希望。她的同事和附近其他
单位的好心人循声而至，用双手挖了一
个多小时，才将朱丽救出。所幸的是，
朱丽的伤并不十分严重。坚强的她看
到还有更多伤情更重的人需要救治，不
肯乘担架和救护车，忍着痛想在妹妹的
搀扶下自己步行到能坐车的地方。然

而走出一公里多，朱丽实在无法坚持
了，面色惨白地坐在路边。

“这时遇上了好心人，他背着我走
到通车的地方，又遇到另一个好心人
让我搭车到了医院”。朱丽说，自己
很幸运。

守望这幸运生命的，是一个又一个
素不相识的好心人。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病床上，躺着一名插着各种管子，绑着
各种监测设备的男子。病床的床头卡
上写着：无名氏，约40岁，地震中全身
多发伤，挤压综合征。

医护人员说，这名患者送来时已经
昏迷，没有家属陪同，没有身份证件，由
志愿者历经长途跋涉送入医院。

在他隔壁病床的 79 岁老人，也
是类似情况，全身多发伤、失血性休
克。没有家属陪同，只知道是志愿者
送来的。

经专家诊断，这两名病人都属于极
危重患者，生命悬于一线。

记者 胡浩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6日电）

在废墟中被深埋两米50多小时

88岁的老婆婆获救
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