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布区域面积

红榄李是一种濒危红树植物，是使君子科
榄李属常绿小乔木，有时灌木状。国内仅分布
于海南，分布区域狭窄，数量稀少，濒临灭绝。

三亚铁炉港：9株

陵水大墩村：5株

在我国
红榄李仅

2个地方有分布

共14株

60米×20米
20米×10米

制图\石梁均

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A08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张苏民 美编：石梁均综合海南新闻

■■■■■ ■■■■■ ■■■■■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唯一的公
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院校
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5年我校
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80名，专业代
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4年 10月 10日—31日每天9：

00-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2.现场
确认：2014年11月10日至11月14日(现场确认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
地点为准)。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 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
共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债权登记声明
陵水中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引进战略投

资者，应投资者要求，请各方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团

体、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等）将本公告发出之日前

与我司发生的合法债权债务关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0日

内，向我司申报债权登记，逾期申报的将不予认定。

申报登记联系人：胥宝国

联系方式：13911314107

陵水中银发展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6日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D1）蛇吞象vs大象起舞 军工并购重组行情仍可期
军队信息国产化掀投资浪 信息股搭军工炒作顺风车 （D3）
炼石有色 跨界融合航空发动机叶片新贵 （D4）
3因素左右未来走势 四季度市场或将步入强洗盘周期 （S1）

颁发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通告
根据有关规定，2014年9月2日我厅分别颁发了如下《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海南旺达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原先持有的第 00056595号《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海南银升经纪担保有限公司原先持有的第
00056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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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机构名称

壹亿元
人民币

业务范围 营业地址 机构编码 证书编号注册资本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兼营诉讼保
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
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
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
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海南省三亚市新风路创
业大厦B栋502室 琼A00034 00056623海南旺达信用

担保有限公司

有效期限

至2017年
9月3日

壹仟万元
人民币

海南省三亚市凤凰路聚
鑫源小区

琼A00033 00056625海南银升经纪担
保有限公司

至2015年
9月3日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近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安排的通知》（琼府办〔2013〕135 号）要求，经市县申报、实地踏勘、

初步设计与概算评审、施工图审查与预算审核，现将我省拟批准实施的临高县加来农场太才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儋州市王五镇徐

浦坡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间，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省财政厅接受反映公示项目情况和问题的来信、来访和来电。

关于拟批准实施土地整治项目的公示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海南省财政厅

2014年10月17日

二、公示时间

2014年10月17日至10 月23日（5个工作日）

三、联系电话和信箱

电 话：0898-65236057（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0898-68530222（省财政厅）

电子邮箱：hnstdzz2011@163.com

一、公示项目情况

编
号

项目名称

1

2

临高县加来农

场太才洋基本

农田整理项目

儋州市王五镇

徐浦坡基本农

田整理项目

10578

拟建设
规模（亩）

5244

拟安排财政
资金（万元）

4576.7

1892.5

设计单位

海南省农

垦设计院

海南省农

垦设计院

造价审核单位

中大信（北京）

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海南海昌工

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

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

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

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151号）

10月13日，海口西海岸有一家五星
级酒店，海口万豪酒店正式开业了，成为
海口市首家万豪酒店品牌旗下的物业，设
有客房386间，酒店的开业也意味着万豪
集团在海南省迅速扩展的酒店阵容已增至
四家。

据介绍，海口万豪酒店定位为商务型
酒店，是万豪国际集团与深圳天利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长期管理协议共同合作打
造，拥有附设私人露台的宽敞客房，坐拥
美不胜收的热带海洋景致。

同时，该酒店具备逾4000平方米会议
空间，设有气势恢宏的无柱式宴会大厅及
可容纳多达800人的优美海滨草坪等特色
场地，是举行婚礼、会议及其他活动的理

想地点，酒店同时备有专业的活动
策划和餐饮团队及最先进影音设
备，以专业知识与卓越效率满足各
种场合的需求。

此外，酒店荟萃多家顶尖食府，
包括三家餐厅和四间酒廊酒吧，还
配备有三个户外泳池，而水疗中心
更是齐备温泉泡池、蒸汽室、桑拿
房、按摩浴缸、足浴疗室及理疗室，
可给顾客带来一系列焕发身心的体验。

海口万豪酒店总经理姜丽介绍，万豪
国际集团通过旗下六个品牌在中国推出第
73家酒店，并使万豪酒店品牌在国内的物
业数目扩充至17家，全新登场的海口万豪
酒店作为集团旗下首家海口酒店兼第一家

海南省商务酒店，集先进科技、一流设施
与饶富创意的活动空间于一身，突显万豪
国际集团致力在亚洲引领未来会议发展的
决心，将以革新体验和出色服务为宾客呈
献缤纷多样的旅游享受，秉承“旅”获精
彩的品牌理念。

海口万豪酒店正式开业

联合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85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与海南津海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洋浦津海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与海南天合拍卖有限
公司联合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E-g-12地
段面积为50729.536m2土地使用权和位于海南省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
区E-h-22地段面积为20753.037m2土地使用权。参考价：3928.1818
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
间：2014年11月4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玉沙路19号城中
城A栋四楼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咨询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12: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2014年10月31日12:00前，以款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截止2014年11月3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海口分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
海中法拍委字第85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上述
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联系电话：
0898-31355988 13322013003 13907681867；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谭菁 吴淑骁）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历时
15天在红树林保护区、演丰镇养鸭场、灵山检察
室等地拍摄的微电影《守蔚》于近日正式杀青。

据了解，《守蔚》由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监制，
全片时长11分钟，故事情节根据海南省首例检察
机关支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真实案例改编而
成，讲述了检察官为保护海南自然生态环境，通过
走访调研、多方协调，多次与养殖户谈心交流，收
集证据支持保护区管理局向法院提起环境保护公
益诉讼，最终使养殖户转变思想观念，主动请求与
保护区管理局达成和解，自愿将养殖场搬出保护
区的过程。

美兰区检察院表示，微电影《守蔚》展现了基
层检察官贴近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呼声、维护群众
利益的工作方式方法，呈现了海南东寨港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的天然美景，体现检察工作亮点，传递
检察正能量，是美兰区检察院创新生态环境保护
法制宣传的有益尝试。

微电影《守蔚》
呼吁保护生态环境
海南环保公益诉讼真实案例改编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单憬
岗）记者今天从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获悉，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CMCN）
近日发布《中国濒危红树植物红榄李调
查报告》称，濒危红树植物红榄李目前国
内仅剩余14株，全部分布于我省。东寨
港保护区虽曾移植成功，但其后因气候
原因被冻死。

《报告》称，红榄李是一种濒危红树
植物，是使君子科榄李属常绿小乔木，有
时灌木状。国内仅分布于海南，分布区
域狭窄，数量稀少，濒临灭绝。

目前，红榄李在国内仅分布于三亚
铁炉港和陵水大墩村，分布区域面积分
别为60米×20米和20米×10米；与榄

李、正红树、木榄等其他红树植物混生；
数量稀少，仅剩14株红榄李，其中铁炉
港9株，大墩村5株，亟待关注和保护。
现存的14株红榄李均处于老化或退化
阶段，林下基本无红榄李幼苗，种子严重
败育，已丧失自我繁育能力，无法进行有
性繁殖；枝条扦插、空中压条和组织培养
的无性繁殖的实验尚未取得成功；生境
破碎化，并且退化或恶化。

《报告》建议：在现有管理和保护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针对濒危红树植物的
保育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加大对违法
行为的惩治力度，从严执法，违法必究，
依法治理；将大墩村红树林建立保护小
区或归入附近的保护区进行管理，退养

还林，还原生境，对仅存的红榄李进行就
地保护；加强保护力度，加大对铁炉港和
大墩村红榄李保护和管理的投入，建立
长期巡护和定期监测的机制，完善保护
设施，杜绝人畜随意进出及破坏；加大红
榄李繁育研究的投入，在嫁接和组培等
无性繁殖方式上寻找突破口，同时可尝
试从国外红榄李分布区进行引种，改变
我国现有的种源结构，实现自我繁育的
目标。

东寨港保护区科研人员钟才荣介绍
说，东寨港红榄李为1980年代从陵水引
种，当时共成功引种14株，但在2008年
遭受寒害全部冻死，“有机会我们还是想
继续引种。”

《中国濒危红树植物红榄李调查报告》发布

全国仅存的14株红榄李全在海南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学校开设特色校本课程后，我明显
感觉到校园的欢声笑语多了，孩子们也更
加活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思源实验
学校（小学部）常务副校长李新薇告诉记
者，特色校本课程不仅让学生增进了对本
民族文化的了解，同时让校园充满生机。

作为海南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
验样本校，保亭思源实验学校（小学部）
从2011年起，陆续在学校开设“校园竹
竿舞”、“黎苗歌谣进课堂”、“黎族织锦
欣赏”、“黎族竹木器乐欣赏”四大特色
校本课程，经过几年的实践，深受学生
欢迎，也得到家长的支持和认可。

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弥漫校园

昨天上午，走进保亭思源实验学校
（小学部），记者就能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
化气息，校园文化长廊有各种黎族竹木乐
器图案介绍。课间休息时，记者还看到几
位小学生拿着竖笛在吹着黎苗歌谣。

“学校在三到五年级普及黎族竹竿
舞，让学生了解竹竿舞，会跳竹竿舞。”保
亭思源实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陈清林
告诉记者，学生在跳竹竿舞过程中，既锻
炼了身体，又提高了与同学团结协作能
力，还能激发学生热爱黎族苗族优秀文
化的思想感情。

为了把优秀黎族苗族歌谣引进课
堂，学校收集整理了一些优秀的黎族苗
族歌谣，编制校本音乐教材《我们欢唱
黎族苗族歌谣》，让学生在课堂学习黎

族苗族优秀歌谣，感受黎族苗族人民善
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

通过学习了解到
悠久历史文化

学校还把“黎族织锦欣赏”活动和美
术教学相结合，各班每学期开设两节黎
族织锦欣赏课，让学生了解织锦文化，通
过黎锦兴趣班的形式，引导学生欣赏黎
族纺织技艺，学习简单的纺织技术，亲身
感受纺织技艺文化的精妙。学校还邀请
黎族织锦传承人到学校给学生表演纺织
技艺，或组织校外参观活动，学生们一边
观察，一边学习，并自己动手体验。通过
这样的活动让学生了解黎族织锦技艺文
化的悠久历史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

以优秀文化
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学校开设“黎族竹木器乐欣赏”课
程，让学生了解黎族传统的民族乐器，
并体验演奏一些简单的乐器。每周星
期二，省级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黄照安
都会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李新薇表示，特色校本课程教学活
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浓
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而且把学生的兴趣
爱好吸引到健康的文化活动上来，有效
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养成。以黎族
苗族优秀文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丰富
学校文化内涵，已经成为学校办学的一
个鲜明特点。（本报保城10月16日电）

保亭思源实验学校特色课程受欢迎

黎苗文化浸润小学校园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单憬岗）广大
鸟类爱好者留意了，为培养生态文化，普及爱鸟
护鸟知识，推广观鸟活动，在2013年 4月成功
举办海南首届观鸟节的基础上，第二届海南（东
寨港）观鸟节将于11月15日在东寨港保护区举
办了。

“我们盛情邀请各位关心环境、爱鸟护鸟人士
和市民参与。”嘉道理中国保育驻海南保育主任、
赛事筹委会负责人之一的卢刚说，此次观鸟节活
动主要包括六大板块内容：观鸟比赛，公众观鸟体
验，野生动物摄影展，鸟类纪录片欣赏，观鸟讲座，
观鸟游园会。

比赛选手将于14日下午到东寨港集合，熟悉
比赛场地；正式比赛时间为15日早上9时到下午
3时；下午5时进行颁奖仪式。赛区范围为东寨港
保护区北段。

参赛选手的组队办法为：每队限定3-4人，
其中领队1人。对不熟悉比赛场地的外地参赛
队，组委会选派1名向导协助。队名采用“机构+
鸟名”的命名方式，例如“鹦哥岭三趾翠鸟队”、“海
师红耳鹎队”。

比赛规则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记录到最多鸟
种的队伍为优胜（含看到实体和听到鸣叫声）。每
个记录均须两位以上队员确认才有效。为体现环
保理念，本次比赛用自行车为交通工具，主办单位
将为各参赛队员提供比赛用自行车。奖品为不同
型号的观鸟望远镜。

参加比赛的选手将获得多项参赛福利：一是
纯公益活动，观鸟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二是观
鸟新手通过赛前的观鸟培训后也可参加比赛，培
训时间为10月18日和11月9日。组委会为各参
赛队伍提供比赛用单、双筒望远镜。组委会还提
供14日下午及15日来往东寨港的交通和这两天
的晚餐；14日晚上将举办联欢晚会并在东寨港保
护区露营，以方便各个参赛队伍之间的交流，组委
会可提供部分露营用具。

第二届海南（东寨港）
观鸟节11月举办
参赛选手将获免费参加、免费培训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通讯员 李珍

走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
什统村委会番道村的村道上，这里处处
听蝉鸣，步步皆美景。

然而，回忆起3年前村里的卫生情
况，村民王春兰却皱起了眉头。说起村中
环境的变化，王春兰认为这得从3年前的
那次村民大会说起。那次村民大会上，全
村人一起制定了番道村的村规民约，把垃
圾治理、湿地保护等内容写入其中。

番道村村小组副组长王家江说，经
全村人讨论后决定将全村农户平均分
为三个管理小组，从第一组开始依次轮
流管理饮水设施和人工湿地一年，监督
生活垃圾收集一年，一年到期后召开村
民大会总结管理经验教训。

管理小组职责是督促村民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而村民的职责是自觉维护
饮水设施，不乱倒垃圾，进行垃圾分
类。有意思的是，番道村村规民约规

定，若管理小组没有履行上述职责，要
请全村村民吃一顿饭，若村民违反了职
责，并在管理小组提醒三次后仍不改
正，也要请全村村民吃一顿饭。

据了解，琼中县为了改变农村的一
些不良习俗，彻底改善村容村貌，以村
规民约为抓手，积极探索农村社会治理
的有效途径。目前，全县乡村均已建立
符合各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大都是针
对农村实际情况制定的有关尊老爱幼、
维护环境卫生、保护树木等条款，并制
作成标牌上墙，在村中显眼位置公开。

以往大家的自觉意识差，村里的许
多事都不规范，现在大家该做什么、不
该做什么都很清楚。

王春兰说：“原来垃圾喜欢随手扔，
现在我们都不好意思乱扔了。”“村规民
约制定后，从来没有发生过请全村人吃
饭的事。”王家江透露，如果打扫当天，村
民有事耽搁了，他们第二天一定会把活
补上。 （本报营根10月16日电）

琼中番道村将垃圾治理、湿地保护写入村规中

村规民约“约”出美丽乡村

学生在学习竹竿舞。 （图片由保亭思源实验学校提供）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编制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的公告
为了适应我省法院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我院决定重

新编制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现将名册编制工作的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1.遴选管理人类型和数量：律师事务7家；会计师事务所5家。
2.申报企业破产管理人的条件、申报应提交的材料、申报及

评审程序、评分标准等具体事项及申请表样式详见发布在天涯
法律网（网址http://www.hicourt.gov.cn）的公告。

3.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应于2014年10月
28日前到我院立案信访大厅6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表及相关材
料一式二份并装订成册，另提交申请表电子版一份。

联系人石磊、徐正伟，电话66962202、66962623。
2014年10月17日

本报讯 （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张
琳）连日来，儋州市雅星镇牛开成同志
先进事迹展览馆迎来一拨拨参观学习
的党政干部。这是该市开展勤政廉政
教育的重要基地。

据了解，儋州市勤政廉政教育基地
以牛开成同志先进事迹为主线，通过设
立“领导批示”、“领导关怀”、“为民”、

“务实”、“清廉”、“两学一做”、“丹青写

意”等板块，采取照片、视频、文字说明
等形式，生动还原牛开成同志生前为
民、务实、清廉的先进事迹。

儋州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举旨在促进学习牛开成同志事迹和
精神常态化、长效化，让全市党员干部
时刻铭记身边的好榜样，经常到基地走
一走，看一看，净化思想，转变作风，提
醒自己争做党的基层好干部。

儋州勤政廉政教育基地建成
促进党员干部学习身边好榜样

红榄李（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