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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抵债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QT201405HN0056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715475
平方米（约1073.21亩）土地权益，挂牌价2914.6万元，竞买保证金
875万元。该标的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防潮堤
西、老防潮堤南，由三块地相连组成，土地使用权证：东（开）国用
（2006）第282号、第283号、第284号，土地类型为出让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目前土地闲置。该标的为银行抵债资产，根据法院裁定取
得。

标的所处的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规划以工业园区为主导，
项目地为工业园区的生活配套住宅用地，近几年工业园区内基础设
施配套日臻完善，投资软环境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内已形成了特色鲜
明、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的石油工业产业体系，培育了一批国内外知
名企业，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能力增强。

公告期：2014年10月31日至2014年11月27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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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
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03（施
小姐）、0898-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0月31日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公司管内铁1
号、铁2号、铁3号、铁4号四艘渡轮2015年度的船舶保险进行招
标，欢迎有资质的保险公司进行投标。

一、招标方：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二、招标项目：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粤海铁1号、铁2号、铁3号、

铁4号渡轮2015年度船舶保险，具体内容包括：
1.主险：四船舶的全损险和一切险。
2.附加险：（1）船主对旅客责任保险，（2）螺旋桨、舵、锚链及

子船单独损失保险，（3）附加四分之一碰撞、触碰责任保险，（4）承
运货物责任保险（含过海汽车及汽车承运货物），（5）油污染责任
保险。

（注：粤海铁 1 号、粤海铁 2 号船舶价值 RMB200,000,
000.00/艘，总吨或功率14381吨/艘；粤海铁3号、粤海铁4号船
舶价值RMB350,000,000.00/艘，总吨或功率23217吨/艘）。

三、保险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四、投标方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资料（须携带原件核对）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3、税务登记证副本。
4.相关资质证书。
5.上级单位对本单位的授权文件。
五、报名及招投标文件的领取
1、请携带移动硬盘或U盘
2、时间：2014年11月5日上午8:30-11：30（北京时间）。
3、地点：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轮渡管理部。

联系人:马志勇 联系电话：13876562858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船舶保险及附加保险招标公告

招 标 公 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二、招标项目：员工工作服设计及生产
三、报名条件：1、注册资金人民币500万元（含）以上；2、具有专

业服装设计及生产能力，能够承担本项目实施，并有良好的工作业绩
和履约记录；3、海南岛之外的企业在海南地区有自己的或者委托代
理的有固定场所及人员的售后服务点（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
件）；4、ISO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四、报名材料：1、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企业法人机构
代码证书复印件；3、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4、法定代表人证明；5、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6、公司简介及过往业绩说明，门店资料（图
片）；7、有必要提供的声明及文件。

五、报名时间：2014年10月31日-11月7日。
六、相关说明：报名单位须对提交的资质文件的真实性负责，一旦

发现造假，即取消投标资格。上述资质文件的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须
加盖本单位公章，我司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质审核，择优选取符合报
名条件的单位进行投标程序。

七、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20楼总裁
办公室

邮编：570311 联系人：黎小姐、姚先生
报名电话：0898-68623512
纪检监督电话：0898—68623886 传真：0898-68654972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2013）海中法执字第 425-2号陈建
和、郑渊堆等人罚金纠纷一案，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经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
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汽车2辆、手机20部、笔记本电脑6台、电
脑主机10部、显示器6台、电视机2台、电话机106部、打印机1台、彩
色喷墨多功能一体机1台、传真机2台、语音网关1台、保险箱1个、组
织机构代码证集成电路 IC卡 1张、电脑打卡专用卡片 1批，参考价
11.7457万元。竞买保证金3万元。

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2日上午10时。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11月7日17:00前到账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4年11月11日下午17时

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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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须填明：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6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单位：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联系电话：0898-68559156 13322095777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6号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海南文昌市
冯家湾贵航度假酒店项目位于文昌市冯家湾，该项目已于 2009年 01
月 14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临时证号为文建规管字[2009]030号，
总用地面积 60934.2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4580.16m2，计容建筑面积
36970.28m2，容积率 0.607，建筑密度 17.88%，绿地率 67.12%，停车位
138个。现申请规划方案调整和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调整后总建筑
面积 39840.13m2，计容建筑面积 29100.74m2，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 294
m2，容积率 0.47，建筑密度 17.88%，绿地率 67.12%，停车位 185个，根据
《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管理暂行办
法》，补偿建筑面积 294m2，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变更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
（201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4 日）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规划
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
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规划局规划报建股，邮政编码 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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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曾祥根。

文昌市规划局
2014年 10月 31日

文昌市规划局
海南文昌市冯家湾贵航度假酒店规划方案
变更批前公示以及太阳能补偿公示的请示

美护士摊牌 决心抗隔离
美国缅因州一名曾在西非护理埃博拉病人的女护士

29日向缅因州当局摊牌，拒绝忍受政客欺凌，要求自30
日起取消她的隔离，否则将自我解除隔离。分析人士说，
如果她自行解除隔离，可能会与监控她的州警察发生冲
突，州政府官员正在申请法庭对这名护士强制执行。

这名女护士名为凯茜·希科克斯，
现年33岁，从西非返回美国后，检测埃
博拉病毒呈阴性，但被要求在缅因州
家中自我隔离21天，直至 11月 10日
解禁。

希科克斯说，这种预防措施过度，而
且侵犯民权。

在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缅因州
小城肯特堡，希科克斯29日通过电话接

受采访说：“我真的认为这种政策不科学
也不正确，我对美国公众不构成威胁，因
此不会无所事事、忍受政客的欺凌，而被
强制留在家中。”

“如果缅因州强加在我身上的禁令
在30日早晨不取消，我就会去法庭，为
我的自由而战，”她说。

希科克斯之前参与“无国界医生”组
织在塞拉利昂的工作，护理过埃博拉病

人。按她的说法，她最后一次接触埃博
拉病人是在10月21日。

塞拉利昂是这次埃博拉疫情主要疫
区。但希科克斯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均
说，她身体健康，没有任何染病症状，不
具有传染性。

一些医学专业人士说，埃博拉病
毒不容易感染，通过直接接触埃博拉
病人体液传染，不会由无症状者传
播。另外，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
播。一般认为，埃博拉最长潜伏期为
21天。

护士称强制隔离不科学

缅因州州长保罗·勒佩奇先前说，他
会寻求司法授权，让希科克斯保持隔
离。他说：“我们尊重个人权益，但也要
为保护缅因州民众和到访者的安全保持
警惕。”

缅因州卫生与公共安全专员梅休
说，州政府官员正寻求法庭命令，允许州
警拘留希科克斯。

希科克斯的律师斯蒂芬·海曼说，

缅因州没有逮捕或拘留希科克斯的法
律基础。“这种行动违法违宪，我们将
寻求保护凯茜（·希科克斯）作为美国
公民基于宪法的权利。现在没有医学
风险，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而不是歇斯
底里，”他说。

美国一些州对曾在西非埃博拉主要
疫区治疗过埃博拉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强
制隔离21天措施。美国人口最多的加

利福尼亚州29日宣布，所有在埃博拉疫
区接触过埃博拉病人的人将被隔离21
天。

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一次
白宫活动中指责一些政客寻求隔离或强
制旅行禁令，认为这样会造成恐慌。但
他没有点名提及任何一人。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联合国和医学
慈善团体均反对类似21天强制隔离的
措施，认为这样会挫伤志愿救援埃博拉
病人的医护人员的积极性。

庄北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政府求助法庭下令拘留

美士兵在意大利隔离引当地恐慌目前，12名曾赴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的美军官兵正在意大利
北部一座美军基地内接受隔离，以防可能在疫区感染了埃博拉
病毒。这一消息让当地居民神经紧张。当地议会议长卢卡·扎
亚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美军士兵应该“卷铺盖回家”。

这12名美军官兵26日返回原驻
地——美军驻意大利维琴察基地，并
开始接受为期21天的隔离，以防可能
感染埃博拉病毒。在此期间，他们不
许和家属见面。

美军驻非洲部队指挥官达里
尔·威廉姆斯也在隔离之中。他在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的视频连线采访时说：“我们感觉
不错。”

威廉姆斯说，他和其他士兵现阶
段均未出现任何症状，每天测量体温
两次。他们所用的一次性餐具全部
焚毁。

美国陆军27日证实，应陆军参谋
长雷·奥迪尔诺要求，这12名官兵在
维琴察基地内接受隔离。他们此前没
有接触过埃博拉病毒。

另外75名美军士兵定于本周抵
达维琴察基地，并将在那里隔离。

被隔离的12人尚无症状 维琴察是意大利东北部一座小镇，
距离威尼斯大约40公里。为应对可能
出现的疫情，当地一家医院已经在传染
病区内为埃博拉患者预留了5张病床。

意大利《信使报》报道，由于维琴察基地
的美军士兵经常到附近酒吧消遣，当地居民
开始担心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意大利人。

当地议会议长扎亚告诉意大利媒体记

者，驻西非国家的美军士兵“不应该被派来
这里，他们应该在本国进行隔离”，“美国应考
虑到这样做给当地居民带来的风险”。

他强调，意大利政府“必须把这些美
国兵送回华盛顿”。他认为，意大利允许
这批美国兵进入意大利领土，“再一次证
明了自己没骨气”。

当地人要求美军回国隔离

现阶段，只有美国陆军要求从西非
国家返回的士兵接受为期 21天的隔
离。一些美军将领此前建议美军国防部
长查克·哈格尔把这一措施推广至全军。

哈格尔29日接受了这一建议，要求
所有从西非国家返回的美军士兵都接受
隔离，并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5天内
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目前，数百名美军士兵在西非地区
为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行动提供
后勤服务和其他援助。这一人数将增至
3900人。美国军方先前多次强调，派驻
到西非疫区的美军士兵不直接与埃博拉
病人接触，而是修建治疗场所。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防长要求从西非返回者均隔离
南非首位黑人亿万富翁帕特里斯·莫特塞佩向

几内亚捐献100万美元，帮助该国应对埃博拉病毒
传播。莫特塞佩是莫特塞佩家族基金创始人和非
洲彩虹矿业公司执行董事长。美国《福布斯》杂志
28日报道，他数周前作出这一捐款承诺，本月24日
终获监管部门批准。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南非亿万富翁
捐百万美元抗埃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9日电（记者倪红梅）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28日说，联合国利
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的中国维和人员将在
当地协助建设一个埃博拉隔离和控制中心。

迪雅里克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
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一隔离控制中心将
建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工程将历时21天。

迪雅里克还说，联利特派团先后出现两起埃
博拉感染病例后，该维和部队共有44人接受隔
离，其中42人已隔离完毕，剩余两人将在11月1
日前完成隔离。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于2003年设立，目前
的主要任务包括支持政府巩固利比里亚和平与稳
定并保护平民，特派团现有约6000名军人和警察。

中国维和人员
将在利比里亚协建
埃博拉隔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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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希科克斯（来源：视频截图）

10月30日凌晨，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工作人
员卸运刚刚抵达的中国政府援助物资。

当地时间10月29日晚，一架安－124大型
运输机降落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
场，标志着中国向加纳运送的应对埃博拉疫情防
护救治物资顺利抵达。 新华社记者 林晓蔚 摄

中国援助物资抵达加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