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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海南省土地项目合作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编号2007.HK）是一家

业内信誉良好、资金实力雄厚的综合性房地产企业集团。

本着“诚信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我司现诚邀拥有近期具备

开放条件（含已开发、待开发）项目的企业、个人、政府土地出让机构

进行项目合作。

联系邮箱：touziguanlizhongxin@countrygarden.com.cn

联系电话：0757-29916699、29916694

联系人： 何小姐、区小姐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保土环资告字【2014】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报请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将对县电视塔西侧BT-2011-6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标的基本情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拍卖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
境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二）具有以下
行为的法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拍卖出让活动：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有闲置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

三、拍卖规则：本次拍卖出让活动遵循“价高者得”的规则确定竞得
人，竞价方式采用有底价的增价式拍卖方式。

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报名时须在本公告报名截止前将竞买保证
金存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的保证金账户。

五、竞买事项：1、有意者须按本公告截止时间到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
买。2、本地块属于住宅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3、本次土地出让
金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交
易佣金按照相关规定收取。4、报名时间：自 2014年 10月 31日至
2014年11月19日17 时止（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5、报名地点：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6、拍卖标的展示时间：2014年10月31日
至2014年11月19日17时止。7、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手
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六、拍卖会时间：2014年 11月21日 上午10 时

七、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

联系电话：83666228，65303602,13976607840
联 系 人：邢先生 ，安先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0月31日

地块编号
BT-2011-60-1

位 置
县电视塔西侧

面积
23950.23平方米（约35.93亩）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出让年限
70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18%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36米/12层

停车位
≥200个

起拍价（万元/亩）
96

保证金（万元）
3400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远山云雾缭绕，近眼绿树婆娑，青瓦
黄墙的联排别墅坐落其中，家家户户门
口挂着大红灯笼和木制对联，这里处处
透着一股典雅的喜庆。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村，是我省
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一个缩影。

根据国家民委要求，自2009年开
始，海南启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试
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全省各界累计
投入5亿余元，集中力量建设20个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项目。

美了村寨，富了农家。根据省民委
去年的检查验收报告，民族特色村寨建
设的强力推进，使我省民族村寨发生喜
人变化：村容寨貌焕然一新，民居特色得
到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
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民族村寨经济得
到壮大，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什进村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部
三道镇的一个小山村，全村51户，村民
均为黎族。2009年，什进村特色村寨项
目正式被立项。为了完好保留当地黎族
特色，该村在民居改造上统一采用传统
的船形屋设计。

特色村寨项目启动以来，全省各试
点村均结合本村实际，紧扣民族主题，积
极开展特色民居改造修缮工程。村寨村
貌、传统民居得到合理保护，公共建筑和
设施与传统民居风格相协调，民族村落

的传统建筑特征得到彰显。
各试点村民族文化积淀深厚，为了

让民族元素不被遗忘，在民族特色村寨
建设中，始终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并
加以弘扬、保护和发展。

“发展特色产业是特色村寨建设的
基础。”省民宗委副巡视员王艳表示，各
试点村坚定不移地把产业发展、助农增
收贯穿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始终，着力
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培育特色种植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传统黎族苗族工艺品生
产等优势产业。

迄今，全省20个民族特色村寨通过
产业培植，正逐渐形成“一村一品”、“一
村一特”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有力促进
了民族村寨群众增收致富，有效地促进
了村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5年来，我省累计投5亿余元建民族特色村寨，让家园美起来、村民富起来

特色村寨靓山乡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共谱美丽海南篇章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吴敬波 潘春雄）记者从省审
计厅了解到，该厅将加大对党政企业“一
把手”和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审计，强
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未来几年将
有计划对省管党政和企业的主要领导进
行经济责任审计，争取做到全覆盖。据
悉，这也是我省首次对省管党政和企业

“一把手”进行有计划的常规轮审。
在加大对“一把手”经济责任审计监

督方面，省审计厅专门制订了《2014-
2017年经济责任审计常规轮审计划》，
今年计划对22名党政和企业主要领导
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已完成15名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同时，坚持任中审计与同步审计相
结合，对重点地区、部门、单位及关键岗
位的领导干部，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着
重监督检查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情况和自
然资源出让转让等使用情况。通过开展
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
责任审计，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对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
依法依纪揭示和反映，促进有关方面追
责和问责。

在政府重点投资领域方面，省审计
厅像下菜单一样对116个重点投资项目
进行“菜单式”跟踪审计监督，涉及金额
153亿元，查出虚报工程造价2.06亿元、
损失浪费0.63 亿元、违规金额24.8 亿

元、管理不规范金额12.51亿元。目前，
我省已实现省级重点项目审计全覆盖。

此外，我省还进一步加大审计覆盖面
深度和广度。在实现省重点投资项目、地
方政府性债务、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重
点涉农资金、地方税收征管、农信社信贷
资金、一级预算单位决算（草案）审计监
督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审计方法方式，
形成周期性、基础性和重点问题等大覆
盖，进一步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的深度
和广度，不断增强审计的威慑力和实效
性，依法使所有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
资源都在审计监督之下，不留盲区和死
角。特别是要对重点对象、重点资金每年
审计一次、其他对象每5年审计一次。

强化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今年审计22名党政企业主要领导

我省对一把手经济责任首次“轮审”

本报屯城10月30日电（记者林
容宇 通讯员林芳龙）今天，记者从屯昌
县乌坡镇获悉，受连续强降雨影响，乌
坡镇各大水库和山塘水位急剧升高，多
处出现险情，乌坡镇共紧急转移群众
80人。

29日晚11时，乌坡镇满昌园水库
溢洪达到50厘米，镇领导带领包点干
部到满昌园水库排查险情，并于今天上
午7时左右把附近17户村民转移到安
全地带。

29日晚12时，青梯、坡心两座桥
出现漫水，影响群众出行，镇领导立即
要求村干部拉好警戒线和交通管制，并
实行24小时值班。

30日上午9时，鸭塘村干部报告该
村分水岭山塘出现塌方，山塘面积45
亩，塌方口达20米，险情十分危急。镇
委、镇政府接到险情报告后上报县总值
班室及相关领导，并带领镇、村干部赶
到塌方地点，对抢险工作进行部署，屯
昌县委书记陈笑波到现场指挥抢险。

溢洪 漫水 塌方

屯昌乌坡镇现多处险情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刘
贡 通讯员张亚 郭冬艳）省气象台预
计，31日陵水、万宁、琼海、屯昌和琼中
等地的强降水仍将持续，预计累积雨量
可达80-150毫米。后天起强降水过
程结束。

自9月23日以来，本岛东半部地

区已经连续7天出现强降水天气，强
降水中心主要位于万宁和琼海地区，
累积雨量万宁有5个乡镇超过600毫
米，3个超过700毫米；琼海有2个乡
镇超过70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为琼
海会山镇 883.9 毫米和万宁大茂镇
859.6毫米。

中东部局部仍有强降水
后天起强降水过程结束

本报金江10月30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
黄华师）今天上午，我省西部市县、农垦（区）综治
平安建设工作座谈会在澄迈县召开，会议指出，各
市县要正确分析、认清形势，清醒认识问题，突出
工作重点，坚持一抓到底。推动综治平安建设基
层基础工作深入扎实开展，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带动整体工作提升。

会议上，乐东、东方、澄迈、临高、昌江、白沙、
洋浦等8个市县（区）和农垦总局主管综治委工作
的负责人分别发言，对各市县和地区的综治基础
工作做了总结，并摆出问题，讲措施，提出了有关
网格化管理、引进高新技术手段助力综治工作等
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据了解，目前西部市县综治平安建设大多
都存在基层土地纠纷、群众上访、乱剖山挖沙
等突出问题，为加强综治平安建设工作，从今
年5月份起，由省综治委牵头，西部各市县和地
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对照整改，并对整改情
况和综治平安建设重点建设工作进行了评估
和分析。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超峰出席并主持
会议。毛超峰在对各市县发言进行肯定后，指
出西部地区在全省建设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各
市县综治平安建设工作必须落实到位，工作人
员要摆脱对很多社会落后风气麻木不仁的认
识，要有克服困难决心，才能为老百姓创造一个
和谐稳定的环境。

西部市县综治平安建设座谈会要求

清醒认识问题
坚持一抓到底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林家川）今天下午，由团省委、省民政厅、省青年
联合会联合主办的“2014年海南省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完成项目述评，3个项目喜获金奖，10个项
目获得银奖。

大赛以“青春志愿行、建功旅游岛”为主题，自
今年7月份正式启动以来，面向全省通过组织推
荐、网络征集等方式，征集了包括阳光助残、关爱
农民工子女、扶贫开发、邻里守望、应急救援、环境
保护、文化宣传和其他领域等8大类共44个志愿
服务项目。经过组委会初评，共有20个项目进入
述评阶段，最终，3个项目喜获金奖，10个项目获
得银奖。

据悉，此次大赛的举办旨在形成展示交流、支
持基层、资源运作、合作共享于一体的志愿项目平
台，从而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资源、志愿
服务组织”，按照“项目化运作、社会化动员、事业
化发展、制度化保障”的要求有效对接，实现志愿
服务科学化发展；同时，进一步挖掘我省的优秀志
愿服务项目，促进各地志愿服务组织交流学习，向
社会充分展示志愿者的风采，传递“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志愿服务精神。

组委会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人士踊
跃加入志愿服务行列，为优秀志愿服务提供支持
和帮助。详情可登陆南海网查询或致电省志愿者
协会咨询，联系电话：65399100。

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奖项揭晓
3个项目喜获金奖，10个项目获得银奖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保城10月30日电（记者易建

阳）近日，保亭查处一批“不干事、不担
事”干部，对法官黄智勇、新星慈航小学
4名校领导等人给予相应处分。据悉，
今年以来，保亭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
处案件25件，结案21件，共处分34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金江
人民法庭副庭长黄智勇无故违反规定拖
延办案，致使其承办的7宗案件超审限，
县纪委给予黄智勇党内警告处分，县人民

法院给予黄智勇行政记大过处分，并提
请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金江人民法庭副
庭长、审判员职务，调离审判工作岗位。

保亭新星慈航小学对住校生进出
学校管理不严，导致一名住校学生随意
出校门溺水身亡，保亭县纪委给该校4
名领导党纪处分。

保亭县扶贫办副主任詹达明作为
扶贫物资采购、发放工作的分管领导，
在扶贫物资采购过程中，未按规定程序

进行市场调查询价，仅指定由供应商提
供报价为采购底价，造成采购价格普遍
偏高，且在化肥采购过程中，指定采购
化肥品种；在招投标过程中监督不力，
造成招投标代理公司与投标人串标控
制中标结果；在扶贫物资发放过程中，
县扶贫办没有认真审核发放名单、物资
和数量，造成个别乡镇领取扶贫物资的
非贫困户占总户数超过60%。该案件
正在立案调查中。

保亭查处一批“不干事、不担事”干部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官
蕾）根据 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名单，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申报的《政府
市场监管职能转变的路径研究——
推进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
主的转变》获得立项，为海南建省以
来获立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今天，项目首次专家研究会
在海口召开。

项目由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担
任首席专家，他在研讨会上说，未来5-
10年是中国增长、转型、改革最为关键
的时期。政府市场监管已成为牵动增
长转型的关键之一。从政府改革的实
践看，以放权为重点的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但是市场监管改
革尚未有实质性破题。此次研究课题
旨在通过深入、系统、客观地分析我国
市场监管体系的历史沿革、突出挑战，
提出推进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

为主转变的总体思路，并就监管转型
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为改革政策决
策提供参考。

项目组对项目研究思路、总体框架、
研究方法、预期目标等做了简要汇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杨
庆存教授说，中改院承担的项目研究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项目设计具有
国家观念、世界视野、前瞻眼光，角度
好、分量重、视野宽、目标明、前瞻强、
实力厚，能够形成一份高质量的成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
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做好项目，要充
分认识人类普适文明以及中国的特殊
性，尤其要注重三个方面的研究背景，
一是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二是我
国政府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三是
走向法治的基本趋势。

据悉，重大项目是现阶段国家社
科基金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
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

中改院获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立项
为海南建省以来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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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如画
10月 26日，儋州市王五镇山营村黄塘村民小组田间风景如画。这个拥有

5000多亩农田和小山塘的村庄，经过多年整治，曾经贫瘠的土地年年高产稳
产，小乡村村容村貌日新月异。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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