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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为玉树地震灾区援建小学
玉树受助师生为海南灾区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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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
定于2014年11月7日下午15：30时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
交易大厅对以下标的进行依法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被执
行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那甲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参考价：人民币51993.96万元，竞买保证金6000万元。二、标
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1月5日17时止。三、竞买登记手
续办理：竞买人应于2014年11月6日17时前（到账为准）将保证金缴至海
口海事法院账户。户名：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
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请注明：（2014）琼海法技拍委字第8号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
金收据到海南产权交易所或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天锤拍卖有限
公司、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拍卖场所：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75号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咨询电话：
66558010 麦先生，报名电话：66558023李女士。主拍单位：海南和运拍
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联系电话：
66532003吴先生。协拍单位：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
国贸路22号CMEC大厦12层西区，联系电话：68528518。协拍单位：海南
国拍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联
系电话：66243059，法院监督电话：66254932

联合拍卖公告
（2014）琼海法技拍委字第8号

受委托，按现状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定安福园经营性公墓项目资产
（本次按现状整体拍卖的资产包为：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黄竹镇福园项目
214.94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墓穴格位3674座、其
他附着物和园区内其他财产）。参考价：人民币873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1500万元。特别说明：1、项目中土地、房产面积以国土、房产部门核定
为准，项目所涉财产数量依现状为准，若有差异不影响本次成交效力；2、拍
卖成交后，产权过户税、费按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3、拍
卖标的物所涉优先购买权人未报名竞买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4、竞买
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合法企业或自然人。5、其他事项详
见《竞买须知》及《评估报告书》(2014)03001号。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1
日15时。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海南和运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1月9日17时
止。保证金必须在2014年11月10日17时前到账为准，过时将不再受理。
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定安县财政局财政性资金：开户行：建行定安县支
行；账号：4600100593605300291。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1月10日下
午17时前携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联系
电话：0898-66532003（吴先生）66705863（许先生）

定安福园经营性公墓项目拍卖公告
（第141111期）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4年10月24

日1:00－6:00对CDMA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全省

CDMA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崖城历史文化名镇东关民国骑楼街区修缮（一期）工

程项目（二次招标）施工招标；2、招标人：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4、建设
地点：三亚市崖城镇中心区；5、工程概况：该项目修缮骑楼约3800平方
米，涉及37栋、41户、42个门牌号、47间沿街房屋的维修改善、立面改
造和降层改造等。招标控制价：6699568.05元人民币；计划工期：365日
历天；6、申请人资格要求：同时具备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贰级及以上资
质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的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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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
目实行网上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4年 10月22日至26日在三亚
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名。招标文件每本售价500元，售
后不退。8、具体要求详见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和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9、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先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4年 10月 22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万宁市农村自来水入户配套工程（遗留）后安镇七星、六底

村委会入户配套工程于 2014 年10月17日海口市白龙南路琼
苑宾馆三楼2号会议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
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丰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耀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省龙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为 2014年10月22日至2014年10月24日。公

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万宁市发展和改
革局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2220582 。

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1日

中标公示
亚龙湾椰风路南部地块项目（精装修工程施工三标段）招标项

目，已于2014年9月29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层完成

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州珠江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福建省恒达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2014年10月22日至10月24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三亚市住建局投诉，电话：0898-88262633

招 标 人：三亚虹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1 日

讣 告
慈父刘晓明（海南省警察协会副主席）因病医治

无效，于2014年10月21日16时30分去世，享年60

周岁，兹定于2014年10月23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

殡仪馆举行送别活动，泣告！

联系人：刘涛

电话：15109860006

儿子：刘涛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谢曦 程叶华）记者今天从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规范建筑
市场秩序，保障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业
持续健康发展，该厅将开展工程质量治
理两年行动。

据悉，此次行动，目的是通过两年
的专项治理，全面落实工程建设五方主
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严厉打击
建筑施工转包分包违法行为，不断健全
工程质量监督、监理机制，大力发展建
筑产业现代化。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素
质，加快建设市场诚信体系，实现我省
建筑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工程质量总
体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今年12月31日前所有在
建工程的五方责任主体须补签项目负
责人授权书，项目负责人须补签质量终
身责任承诺书，没有补签的不予办理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对于新开工项
目，一律按新规定执行，项目的五方责
任主体项目负责人没有授权书和承诺
书的，不予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不
予颁发施工许可证。省住建厅年底前

将对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一次督查。
同时，我省还将加强对五方责任主

体负责人履职情况的动态监管，实施项
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
理，并在省建筑工程全过程监管信息平
台上实时发布。凡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的项目，应及时公开五方责任单位的
信息，并依法追究五方责任人的责任。

此外，我省还将严厉打击转包分包
等违法违规行为，各市县每4个月对本
辖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
目的市场行为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对有
群众举报的项目，要列为检查重点，同
时对房屋建筑防水施工质量进行专门
重点检查。

我省展开为期两年工程治理行动

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不签承诺书就甭想验收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

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

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或12366转 2号

键

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

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海口市城西路18号

地税大厦4楼409房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本报文城10月21日电 （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潘高 陈飞）20日、21日两
天，文昌市主要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前往该市锦山镇和翁田镇召开灾
后房屋重建工作现场会，听取受灾严重
的7镇1农场负责人工作汇报，解决阻
碍重建工作推进的问题。

灾后3个月来，房屋重建工作得到
稳步推进，目前已经到了关键的攻坚克
难阶段。“容易的基本都做了，剩下的都
是硬骨头。”文昌市委书记裴成敏表
示。按照文昌市的规划，各地要实现

10月底基本完成房屋修缮工作，11月
底基本完成五保、低保和贫困家庭的房
屋重建工作，12月底实现搬离帐篷的
目标。目前，各个乡镇推进速度不一，
有的较快，有的偏慢。

各镇（场）负责人汇报，目前工作推
进遇到几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建筑工人
不足及施工费用较高；二是红砖等建材
短缺，部分民众不愿意使用与本地传统
规格不符的外地瓦片；三是部分民众筹
措房屋重建资金困难，尤其是贷款难度
大；四是由于风俗习惯及财产分割问

题，部分群众不愿动工；五是出现资金
发放困难情况。

针对这些难题，到场领导及住建局
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督促各地加大引进
施工队伍力度，要求各基层干部放开手
脚先给民众发放资金再动工，带头对外
地瓦片进行切割改造，协调建立房屋重
建奖励方案；并与到场的文昌市农信社
负责人协商，减轻基层信贷员的放贷顾
虑。此外，还要求各镇（场）负责人及时
汇总建房三方协议数据，精确掌握进度
情况。

文昌召开房屋重建工作现场会啃“硬骨头”

助受灾群众12月底搬离帐篷

本报牙叉10月21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
记者陈志强 通讯员王为）今天，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力孝村一派繁忙场景，已经开工的住房改
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村民们不时地擦着热汗，但
脸上洋溢着笑容。

力孝村原属卫星农场，2007年退回地方政府管
理。这个黎族村庄现有农户63户，人口320多人。目
前，该村大部分村民居住的瓦房破旧。近期，力孝村的
民房改造项目已动工，并逐步实施产业发展规划。

为确保力孝村村民2015年春节前入住新房，
白沙双管齐下拓宽筹资来源：由农户自筹一部分，
由政府整合资源扶持一部分。拟建80平方米建
筑面积的农户存缴4万元启动资金，拟建100平
方米的农户存缴5万元启动资金。资金缺口由县
政府整合各部门政策资金进行扶持，其中县扶贫
办列支50万元作为民房改造资金，县文明办按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给每户扶持2万元，县住建
局根据危房改造政策为每户补贴1.5万元，县发
改委为村庄道路等基础措施建设投入198万元，
白沙银行则捐助200万元。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严正说，力孝村庄
建好后，将为其他退场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要在
总结推广力孝村经验和模式基础上，尽快启动该
县其他5个退场队的产业发展和民房改造项目，
从而把一个个退场队打造成美丽村庄。

白沙退场队纳入“美丽乡村”范围

民房改造开工
力孝将塑新颜

本报三亚10月 21日电 （记者黄
媛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扶贫办获悉，
该市今年投入 1.32 亿元用于扶贫工
作，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3000元的新
扶贫标准，确定龙密村等16个行政村
为贫困村，将以“私人订制”的精准扶
贫方式，定点帮扶提高村民生产生活
水平。到2015年底，将实现2个贫困
村脱掉“贫困帽”。

2013年，三亚共投入1.22余亿元
加快贫困地区建设，贫困人口由15291
人减少至11340人，减少3951名贫困
人口。今年三亚确定的这 16个贫困
村，主要集中在育才镇、凤凰镇和崖城
镇，共有贫困人口2008户8748人。目
前，各贫困村均已确定定点帮扶单位，
将重点帮扶贫困村发展经济，增强村集
体经济实力，提高贫困村村民生产生活
水平。

16个贫困村将采取“私人订制”的

方式精准扶贫，因地制宜的整村推进扶
贫开发工作 ，将于 2020 年末全面完
成。如在产业扶持方面，将根据贫困
村、贫困户的农业生产状况，积极引导
其调整产业结构，宜种则种，宜养则养，
充分发挥各村地理优势，实行“龙头企
业+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社+农
户”等多种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以种
养、加工、现代服务业并举的特色产业
创收格局。

根据《三亚市贫困村定点帮扶工作
方案》，三亚制订了11项具体目标，在
农田水利、饮水供电、交通、住房、自然
生态环境等方面帮助贫困村农民逐步
脱贫致富。到2015年末，三亚预计将
完成两个贫困行政村（育才镇马脚村、
凤凰镇台楼村）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帮
扶任务；贫困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全省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
的60%以上。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陈蔚
林）天灾远去，可爱心还在源源不断地向
海南汇聚。记者今天从省希望工程管理
办公室获知，近日，团省委在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毛庄学区孜荣村援建
的“海南共青希望小学”发出倡议，为海
南台风受灾地区进行募捐。目前已募得
1万余元，指定用于帮扶灾区学生。

据了解，2011年，团省委与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毛庄学区孜荣

村达成对口支援，募捐5000余万元援
建“海南共青希望小学”并帮助建设教
学楼、宿舍及教职工周转房，广受当地
群众赞誉。

由于当地交通信息还较为闭塞，
“海南共青希望小学”未能及时获知海
南于今年7月和9月两次遭台风侵袭的
消息。但在获知消息后，校方即刻表明
态度，“现在全校师生能够在宽敞明亮
的教室内读书、学习，都是海南省共青

团委积极帮助的结果。海南深受强台
风侵袭，我们没有置若罔闻、袖手旁观
的道理。”同时，该校也向全校师生及周
边群众发出倡议——“台风可以夺去房
屋、生命，但却不能夺去人间的真情。
请献出一份爱心，成全一份勇敢的坚
持，传递一份生命的热度。”

目前，“海南共青希望小学”已经募
集善款1万余元，并与省希望工程管理
办公室实现了对接。

三亚为16个贫困村提供精准扶贫

扶贫帮困有了“私人订制”

工程建设五方主体项目负
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是指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勘察项目负责人、设
计项目负责人、施工项目经理和
监理总监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内，承担相应的质量终身责任。

本报海口10月 21日讯 （记者马
珂）今天，记者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我
省将全面推广新农合智能审核系统（又
称反欺诈及滥用信息系统），对门诊暨
住院的新农合患者进行审核报销，防医
保欺诈等行为。目前，全省新农合智能
审核系统上线和培训工作已经完成，系
统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运行。

据了解，难以控制医保支出的增
长，更无法有效审核医保支出的去向一
直是我国医保中难以克服的问题。医

疗机构违规收费、利用虚假发票、虚假
病例方式套取医保资金等行为屡见不
鲜。我省新农合发展过程中，欺诈风险
也日趋严重。

据了解，我省新农合已经建立了擎
方智能医保大数据审核定制方案，最大
程度降低各级政府的医保支付风险，跳
出随机抽样的遗漏、笼统筛查的模糊、
人工操作的重负。

报销病例智能审核结果分为：违规
报销、无疑似问题和疑似问题警示三

种。新农合智能审核系统每日对各定点
医疗机构上传的报销数据按照审核规则
进行自动审核。自动审核结果显示疑似
问题警示级别为1级或2级的报销病例，
合管办对这部分疑似问题病例逐条进行
复核，并依据实际复核情况进行处置。
经医院解释答疑反馈仍无法判定，合管
办应组织稽查人员进行现场稽查，通过
抽查病例、比对收费清单、与患者沟通核
实以及监测重点指标等方式，确定是否
属于不合理或违规行为的报销病例。

2015年，市县（区）合管办应完善与
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并在服
务协议中明确违约责任和严格按服务
协议进行管理。三次审核或稽查仍存
在违规行为的定点医疗机构，除按以上
规定采取拒付违规费用和扣除全部医
疗服务质量保证金等措施外，将其纳入
定点医疗机构不良记录库管理，其住院
报销比例在原基础上降低15个百分点
但患者的报销比例不变，降低百分点部
分补偿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即合

管办每月拒付与医院结算金额的15%
费用，并上报省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
办公室；由省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办
公室向全省通报批评该定点医疗机构，
责令三个月内整改。

经三次以上稽查仍存在明显违规
行为或整改指标仍不达标的，除按以上
规定处理外，暂停违规医疗机构6个月
定点资格。对涉及到以单位名义实施
医保诈骗行为，将移送公安、纪检监察
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新农合“扎紧篱笆”智防医保欺诈
智能审核系统明年运行 医疗机构违规或被暂停定点资格

玉
树
的
孩
子
们
在
给
海
南
灾
区
捐
款
。（
省
希
望
工
程
管
理
办
公
室
供
图
）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
上午，由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举办的当代海南论
坛2014秋季峰会在海口举行。我省社科专家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发展‘新常态’”主
题，立足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展开观
点交锋。

“新常态”一词一般用于描述在宏观经济领
域经历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
程。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海南
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范士陈认为，其中包含了经
济规律的必然性、心理认知的淡定性和行为取
向的积极性。“在经历近30年的高位增长之后，
中国经济也会逐步进入一种中低位增长阶段。”
他建议，国人能以平常心态，淡定接受这种“新
常态”，理性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与结构
性隐患，积极深化改革，为下阶段经济发展筑基
和蓄力。

三亚学院教授朱沁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
常态”将是海南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其一，海南可
以从发达省市的大量经验中取长避短，提高发展
的整体效率；其二，海南在“新常态”下，可通过“新
型工业化”实现“弯道超车”，不需要付出如不少地
区“先污染、后治理”的大量成本，直接获得“改革
红利”和“生态红利”。

当代海南论坛2014秋季峰会与
会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为海南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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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伙们带来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