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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声 明
10月31日，我校在海南日报B05版刊登

了《海南师范大学65周年校庆公告（第二
号）》。正文中“学校决定11月8日（星期六）为
学校60周年校庆庆典日”，应为“11月8日（星
期六）为学校65周年校庆庆典日。”特此更正。

海南师范大学校庆筹备委员会
2014年11月1日

海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海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是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国企控股，

粤水电股票代码：002060）在海南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1.5
亿元。主要业务为清洁能源投资、工程施工和综合运营项目开发。现诚
聘以下人员：

财务部经理1名：财务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会计师，5年以上投资类、
建筑施工类会计工作经验，年薪15万元。房建、市政类项目负责人各1
名：可独立管理项目，年薪10万元，一级建造师优先。项目分析员2名：
经济或法律类相关专业，3年以上工作经验，薪酬面议。司机2名：退伍
军人，部队驾驶员优先；保安4名：退伍军人优先；保洁1名，薪酬面议。

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59号富祥花园1楼
电话：0898-66264832,15008970810
邮箱：hainanyueshuidian@163.com

海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3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万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招标代理单位：国义招

标股份有限公司。三、工程名称及概况：万宁市中央路市政工程项目，地
点位于万宁市万城镇，拟建市政道路工程北起环市一路交叉口，南至红
专西路交叉口，全长1244.774m，红线宽16m。，计划工期：300日历天，
招标范围：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照明工
程、电力通道工程、绿化工程等。四、投标人资格要求（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还
须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电力主管部门或国家能
源局颁发的承装承修类电力设施许可证（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公
告）。五、报名时间：2014年11月4日至11月10日17时止（工作日内），
逾期不补。六、购买文件地点：请在（http://218.77.183.48/htms）下载、
购买电子版的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七、本次招标公告
同时在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网、万宁市政府网、海南日报、海南省公共资源服务中心网上
发布。八、联系人及电话：陈先生 0898-68597606

中标公示
三亚西藏干部疗养基地项目消防工程（二次招标）于

2014年 10月 31日 10时 00分在三亚市新风路金路大厦二

楼会议室进行公开招标，已按招标文件确定的办法和有关要

求完成评标工作，评标委员会推荐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豪隆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珠海金津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集利实业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4年11月3日至5日），如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有关监督单位提出书面质疑，0898-

88704711。

三亚市三环路凤凰机场段工程项目（施工）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亚市三环路凤凰机场段工程项目（施工）招标项目已于2014
年10月28日9时00分在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大厅2号开
标室举行开标会，评标工作已完成，现将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2014年11月3日至

11月5日）向三亚市发改委部门提出，监督电话0898-88363089。
招标单位：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湖南智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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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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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更名声明
原海南凯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旧
印章注销现更名为：海南盛世和
沐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其债权债
务不变。

▲李世益遗失交通运输货运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为 ：

4690270020010000819，声明作

废。

▲海口文瀚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1），注册号

为：460100000199732，现声明

作废。

▲海口文瀚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务号为：

460100786643242，现声明作废。

▲海口高品茗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注册

号为：460100000459463，现声

明作废。

▲海口裕丰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杨亮凡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为

430623198504206111，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谢小芳商店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执 照 号

460108600169319，特声明作废。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高端住宅用地优惠出售
五指山市新区热带雨林资源型四
季宜居高端住宅项目用地200亩，
电话15810098858

海口城西临街场地招租合作
13907587266（约5000平米）

高速出口工业用地寻求合作
琼海黄竹二十亩。13637663163 王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急需变现 低价出售房产
1.海口紫荆花园 151m2，高档装
修。 2.国贸金龙小区165m2，中档
装修。电话:13976249686

龙昆北千禧郎大厦珍藏出售
小户30—61m2，6380元/m2（含精
装）即买即收租，欲购从速！
66778398

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通告
海房通字【2014】16号

根据琼海市嘉积镇振华路春
晖园1-406号房屋产权人王家腾
声称,其领取的《房屋所有权证》
（海房权证海字第6610号)不慎遗
失，特声明作废。现申请补办，如
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三个月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否则
届时将依章补发。

公 告
海南力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陈传武诉你公司劳
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
庭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14年12月5日上午
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人力
资源市场906室）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
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4年11月3日

公 告
三亚东民巴士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已受常跃华、夏秀峰、周
顺君、何富胜、林松诉你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14年12月8日上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午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人
力资源市场906室）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
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4年11月3日

联合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4年11月24日下午15:30时在海
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琼海市嘉积镇朝标桥东（万泉豪庭）A6别墅（房产权证号：海房权
证海字第18555号）及A8别墅（房产权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8557
号）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国用（2006）第0382号]（该标
的过户税费按国家法律规定承担）。参考价：22,006,830.00元，竞买
保证金：6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21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11月21日下午16:00时前到下述两家拍卖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
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
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竞买人姓名
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3-1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
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楼；电话：0898-68529777、18976265939

协拍单位：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9号
中衡大厦17层；电话：0898-68523808、13307551678

法院监督电话：65301058

1944年，马烽、西戎提笔为山西吕梁
的抗日英雄树碑立传。雷石柱、康明理、
孟二楞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吕梁英
雄传》“走出”，为这片土地涂就了英雄的
底色。

60年后，煤炭经济的涌动推动了这座
城市崛起，吕梁的经济增速一度名列山西
首位。

然而，今年6月以来，杜善学、聂春玉、
白云等曾主政吕梁的副省级高官相继落
马，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带走调查——吕梁，
成了山西反腐风暴的风暴眼。

事实上，大量煤炭挖掘造成一些地方
自然地质塌陷的同时，这片土地更因资源
经济与权力腐败的勾结，形成了可怕的“黑
金”现象。一座英雄城市，被“黑金”绊倒。

老区一夜失衡
超级富翁纷出贫困问题依旧

与许多革命老区一样，贫困曾是吕梁
的“标签”，一度与忻州并列山西经济发展
最落后的地区。为此，山西曾经提出“一手
抓忻州，一手抓吕梁”的发展策略。

变化始于2003年前后。随着国家经
济提速，煤焦价格一路狂飙。吕梁境内富
含用于炼焦、冶金的主焦煤，尤其是独特的
4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稀缺资源，最
高价上涨到每吨1800多元，比普通电煤价
格高两三倍。

吕梁随之崛起，GDP增速和财政收入

增速一度位列全省首位，遍地开花的大小
煤矿成了造富机器。煤炭行业成为经济发
展的支柱，逐步形成“一煤独大”的资源型
经济，煤炭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
超过70％。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四处躲债、“吃不
起大碗面”的煤老板，转眼成为千万、亿万
富翁。一些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每天能赚

“一辆奥迪车”。
GDP的火箭式增长和煤老板的一夜

暴富，令老区一夜失衡。与迅速增加的超
级富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源经济没有
令当地百姓生活大幅改善，反而掩盖了吕
梁贫困面貌和落后的社会事业状况，加剧
了产业结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剧
了贫富差距大的矛盾。这里既有身家数百
亿元的富人，更有依然全家几口人挤一口
破窑洞的农民。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生态
环境破坏、村矿矛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
题随之频频发生。

吕梁的干部坦言，目前全市脱贫任务
仍很艰巨。13个县（市、区）仍有10个贫困
县，其中6个为国家重点扶贫工作县。全
市仍有贫困人口88万，超过全市总人口的
23％。全市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严
重落后。

一位在当地工作30年的干部说，吕梁
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速成了一块“遮羞
布”，几任领导都热衷追求政绩和个人私
利，而对于社会发展和造福广大百姓漠不
关心。腐败问题的发生与这种政绩观有极
大关系。

商谋权官求利
官商结盟掘“黑金”

在吕梁，因煤价暴涨而失衡的不止经
济，官员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现扭曲。围绕
黑金结成了一个“商人谋权，官员求利”的
官商怪圈。

几十年来，煤炭产业从资源的配置、划
拨，到小煤矿的几轮关停，再到大规模煤炭
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基本由政府推动，煤
矿证照办理、安全设施验收等全由政府主
导，加上市场公开、公平机制不健全，为官
员权力寻租、官煤勾结和利益输送埋下伏
笔。

民营企业要发展常常面临审批难、贷
款难等问题。当地一名开过煤矿的人告
诉记者，官员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
的“生死”。为了打通各个环节，老板们往
往“见一个庙就得烧一次香”。为了寻求
长期、稳妥的靠山，他们更需要拜一个“大
菩萨”，目标往往锁定当地主要领导。在
官员与老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企业可
通过官员权力在资源审批、资源整合、土
地征占以及社会关系疏通等方面获取利
益，甚至为其亲朋好友谋取一官半职。同
时，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需要花钱“公关”
时，民营企业就成为“提款机”。双方共同
合作，以谋取更大利益。吕梁不少干部群
众反映，当地一名老板多次为时任吕梁市
委书记聂春玉提拔“运作和活动”。

在吕梁，干部群众对聂春玉、张中生等

人与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非同一般的关系”
如数家珍——聂春玉、杜善学与联盛集团
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
廷亮，张中生与刑利斌、中阳钢厂董事长袁
玉珠关系密切。中阳县一些干部群众说，
在中阳县担任过主要领导的张中生是中阳

钢厂的实际控制人。
记者了解到，2012年3月，邢利斌在海

南为其女儿举办结婚典礼时，吕梁当地十
几名厅、处级干部包机前去参加婚礼。一
些干部认为，老板与各类官员之间，官员与
官员之间形成各种“朋友圈”，如果你进不
了这个“圈子”，就不会被接受，会被“边缘
化”，提拔无望。

“暴涨的财富，败坏了政治生态和社会
风气”，当地一些基层干部说，一些煤老板
过年过节给官员送礼，送几万元就像“递一
根烟一样”。一些干部长年抽的是四五十
元一盒的“中华”牌烟或上百元的“呼伦贝
尔”牌烟，仅靠公务员的工资是肯定负担不
起的。

“两能干部”吃得开
反腐需标本兼治

在被金钱扭曲的政治生态下，一些“能
干又能贪”的“两能干部”成为吃得开的人。

在记者接触到的吕梁部分干部群众眼
中，被调查的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就是典
型的“两能干部”。

张中生最初是吕梁市中阳县粮食系统
普通职工，后升任中阳县县长、县委书记和
吕梁市副市长。吕梁的干部群众认为，张
中生在担任吕梁市副市长期间分管工业、
煤炭等领域，其人性格、作风强硬，在培育
民营经济，抓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安全生
产以及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等方面，工
作业绩较为突出。

与工作业绩同样突出的，是张中生的
“捞钱”能力。接受记者采访的吕梁干部群
众都认为，中阳钢厂是张中生的财源，张中
生是中阳钢厂的实际控制人。始建于上世
纪80年代的中阳钢厂，在20多年间从一个
小钢铁厂发展成“十里钢城”，资产达200多
亿元。此外，群众反映，张中生敛财的另一
个渠道是煤炭行业权力寻租。在其担任中
阳县委书记、县长期间，他曾通过亲戚开煤
矿挣钱，在关停小煤矿、煤炭资源整合的机
会中，利用审批、关停权力收受钱财。

吕梁市直机关一名处级干部认为，这
些领导干部敢于触碰廉政“高压线”，与他
们自身价值观扭曲、放松自我纪律约束、丢
弃党性原则有直接原因。同时，他认为，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物质、经济高
度发达，要让每个党员干部顶住物质金钱
的诱惑，仅靠自我道德要求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从法律、制度方面的监督来规范干部
行为。”

吕梁的干部质疑，像聂春玉、杜善学、
白云这些原市级领导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不是短期内发生的事，但他们却能从
厅级干部顺利提拔到副省级领导岗位，
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任用机制出现了问
题。“对一个干部的衡量标准，不能仅仅
看他是否办事，能否提高GDP，更要考量
其是否能做人，能否愿意为人民服务。
要将品德放在领导干部考察的首位。”一
位当地干部说。

记者 孙闻、吕晓宇
（据新华社太原11月2日电）

山西吕梁反腐报告：

煤老板给官员送几万元像递一根烟
刑利斌

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中生
吕梁市原副市长

贾廷亮
大土河集团董事长

袁玉珠
中阳钢厂董事长

聂春玉
山西省委原秘书长

郑明珠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杜善学
山西省原副省长

邸存喜
离枊集团前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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