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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4）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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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海南

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和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省储让2010-6号、省储让2010-7号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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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省储让2010-6号、省储让2010-7号），并按挂牌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
分。报名期限：2014年12月2日上午8:30至2014年12月29日下午17:
00。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须向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
交易中心指定账户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2014年12月29日17:
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

12月22日8:30；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1日10: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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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
项：1、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
其他方式报价。2、受理竞买申请报名、报价时间（工作日上午8:00至11:
30 下午14:30至17:00）。3、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 65372953 65236137；联系人：李先生 杨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2日

地块编号
省储让2010-6
省储让2010-7

宗地位置
文城镇清澜新区新港路北侧
文城镇清澜新区新港路北侧

用地性质
住宅用地

零售商业餐饮混合用地

宗地面积（m2）
7079.90
25434.08

容积率
1.0<容积率≤1.8

≤2.0

建筑密度
≤30%
≤35%

绿地率
≥35%
≥30%

建筑物限高（米）
≤45
≤25

使用年限（年）
70
40

挂牌起始价（万元）
1500
58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900
3500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深

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利国镇水桶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建设规模669.47公顷，新增耕地面积250公顷，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地翻耕 334.70公顷，灌排沟渠 2839m，田间

道路25787m，以及相配套桥涵设施;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
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资格要求：具备水利

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监理能力。文件获取：有意投标者，请于2014年12月1日
至 2014年12月5日在 http: //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人：刘先生36301709（注：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查询）

《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40、E43、E44、E45、E51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为满足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经报请市政府同
意，我局正按程序开展《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40、
E43、E44、E45、E51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
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
（2014年12月2日至2015年1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
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 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2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万宁市交通运输局；招标代理：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项目名称：万宁市山根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市政道路设计（勘察）；建设
地点：万宁市龙滚镇；项目概况：道路起点与G223海榆东线相交，连接龙
滚立交至凤园旅游公路，新建3条道路均为城市次干道，（规划为一路、二
路、三路），全长约5.008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涵洞工
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等；招标范围：方案设计、初步设计与概算、施工图
设计，地质初勘、详勘及后续服务；工程设计（勘察）费估算：4013600.00
元人民币，1094800.00元人民币（最终以财政评审报告为准）投标人资
格：①具备市政行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方面具
备相应的设计能力，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工程师执业资格，投标
人如是省外企业，项目技术负责人须为《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
备案手册》注册人员。②具备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能力，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工程
师资质。本次招标设有2个标段，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报名须知：请于
2014年12月 2日至2014年12月 8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
至 17:30 节假日除外）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http://
218.77.183.48/htms报名，下载、购买电子版的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售后不退；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上发布。联系人：吴晓毅0898-68648485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S7-3、S7-4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指标调整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7-3、S7-4街坊局部地块用地性
质及规划指标调整方案已编制完成，该地块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
城南片区万泉河居住区内，万泉河东侧。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4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31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http://www.qionghai.

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大
楼一楼展厅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4年12月2日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1HN0122号

受委托，现对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60%股
权，公开招商引进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叶制药公司”）

成立于1989年1月，2013年9月30日三叶制药公司经批准
主辅分离、公司分立，将制药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人员、债
务剥离分立出去，突出主业经营。目前三叶制药公司主营制
药业务，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其中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98.2%、海南省农垦服务公司持股1.8%；截止2013
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值为170,695,463.09元，负
债总额评估值为110,617,545.74元，净资产评估值为60,
077,917.35元。

二、增股扩股方式：分立后的三叶制药公司原股东拟以
60,077,917.35元净资产出资占总股本40%，以不低于9012
万元的价格（占总股本60%）对外引进战略投资者；本次增资
扩股后，三叶制药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至2500万元。

三、挂牌底价：9012万元，公告期为2014年12月2日至
2014年12月29日。对投资方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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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03602，海口市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5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 电话：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2月2日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海口市长流中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以海口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市发改投资函【2012】326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
口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招标代理为海南诚建项
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位于长流区南海大道
与长滨路交界处东北方向。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4幢，地上1-2层，建筑面
积2030.66m2。工程建安费1025.178306万元。计划工期240日历天。招标
范围：土建、安装及室外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具体内容以施工图纸为准)。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2011年7月1日起至今完成单项房
屋建筑工程建安合同金额达1000万元（含）及以上（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
合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核对原件，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业绩，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
理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
目的项目经理。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3各投标人均可就本
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3.4省外建筑业企业取得在海南省
行政区域内开展业务资格要求：取得海南省住建厅颁发的《省外建筑业企
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且业务范围符合本项目要求。3.5投标人须
提供经本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出具关于投标人、法定
代表人及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记
录的证明材料（在有效期内）。4.招标文件的获取：4.1请于2014年12月2
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
元，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售后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5.1投标文件递
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4年12月22日8时30分，地点为
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5.2逾
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6.发布公告
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等媒介上发布。7.联系方式：
招标人代表黄先生68723519；招标代理：洪先生68539829。海口市建设
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服务窗口0898-66156091。

迁坟公告
根据三亚市政府《关于海棠湾B1片区大小龙江塘部分建设项

目用地征收土地调查有关问题的通知》（三府办〔2009〕149号）精

神，按照项目建设要求，涉及以下范围内的坟墓需进行迁移。四至

范围：东至海棠大道，南至海棠湾D路，北至龙江安置区一期南侧

围墙，西至海榆东线 223国道。请上述范围内的坟主于 2014年 12
月 30日前项目用地现场确认自家坟墓，同时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或

复印件到项目用地现场与征地组联系，办理有关迁坟事宜，逾期不

前往办理，将视为无主坟处理，迁往公墓。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宗鹏 电话：13807522989
海棠区筹备组
2014年12月2日

迁坟公告
根据三亚市政府《关于海棠湾B1片区大小龙江塘部分建设项

目用地征收土地调查有关问题的通知》（三府办〔2009〕149号）及
《关于中国司法警察教育培训学院建设项目用地征收土地调查有
关问题的通知》（三府办〔2009〕131号）精神，按照项目建设要求，涉
及以下范围内的坟墓需进行迁移。具体四至范围：东至海棠大道，
南至海岸大道，北至林新村村路，西至林新村西侧。请上述范围内
的坟主于2014年12月30日前项目用地现场确认自家坟墓，同时持
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项目用地现场与征地组联系，办理有
关迁坟事宜，逾期不前往办理，将视为无主坟处理，迁往公墓。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宗鹏 电话：13807522989

海棠区筹备组
2014年12月2日

值班主任：曹健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
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B05 社会海南新闻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孙官华 相云燕

11 月底的儋州松涛水库东干渠
（当地人俗称的水利沟）在冬日的阳光
下泛着金光，住在附近的人们午后总会
坐在河边享受惬意的时光。可就在今
年6月4日，这条看起来平静的河险些
吞噬了一个17岁女孩的年轻生命。一
名体型瘦弱的海南农垦那大医院肿瘤
内科年轻护士张秀梅，用尽自己全身的
力量，在这条河畔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

2014年年底，省卫生计生委开启

对各医院的督导检查工作模式中，检
查组人员在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发现
了这段埋藏了半年之久的动人故事。

“有人落水啦！”6月4日下午5点，
松涛水库东干渠那大先锋路段一阵嘈
杂，一个身穿校服的女孩被人从河里捞
上河堤。“那姑娘没呼吸，没心跳，我们
都以为没得救了，围观的人打了120急
救。”家住事发地最近的居民张传贵回
忆当时的情景。

此时，刚刚下班回家的海南农垦那
大医院肿瘤内科护士张秀梅，听邻居说
家门口的水利沟有人落水。出于职业

敏感，张秀梅连鞋也没顾上穿，光着脚
跑了出去。

“求你们帮帮忙，把这姑娘拉到岸
上。”不管周围人怎么说，张秀梅认定
了绝对不放弃一丝希望。女孩被路人
拉上了岸，张秀梅开始做心肺复苏。

做了1年多护士的张秀梅知道，救
护车来之前，如果分泌物吐不出，堵住
呼吸道，女孩生命仍受威胁。平日里连
男医生做10分钟都会觉得累的心肺复
苏，体重仅仅46公斤的张秀梅竟然坚
持了30分钟！直到看到救护车开走，
张秀梅终于没了力气，一屁股坐到地

上，两只手不停发抖。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救人

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累，就觉得按下
去，按下去也许她就能活”，张秀梅回忆
着自己救人的过程。

第二天上班的张秀梅心里牵挂落
水女孩，但又不想去打扰女孩的治疗和
生活，于是偷偷从媒体上和护士朋友那
里打听女孩的情况。“当我知道她已经
脱离生命危险时，心里也就踏实了。”张
秀梅笑着说。

直到7月份的一天，张秀梅接到医
院打来的电话：“秀梅，你之前有没有救

过一个女孩，家属想见见你。”原来，张
秀梅救人的时候，被路人问起是做什么
的，她匆匆答了一句“我是农垦那大医
院的护士”。就凭这一句话，家属顺藤
摸瓜地找了来。

当秀梅再看到那个女孩时，她已经
康复。女孩的家人为了表示感谢，特意封
了红包，但张秀梅没有要。

“我是一名护士，看到这种情况，不
可能不救人，这跟钱没关系！”记者面前
的张秀梅，显得有些瘦弱，但说这句话
时，却格外带劲。

（本报那大12月1日电）

儋州“白衣天使”救起落水女孩
持续做30分钟心肺复苏，创生命奇迹

本报临城12月1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文超）“真是太感谢了！”今天
上午，海南某建筑公司几名代表专程来
到临高消防大队，送上了“雷锋精神 拾
金不昧”的锦旗，特别感谢临高消防文
员逄宇拾金不昧的行为。

原来，11月27日晚，临高消防大
队在临高县文化公园播放消防宣传
片，引来众多市民观看，不料海南某建
筑公司一名负责人不慎将一沓现金遗
落在现场。

晚上9时30分许，市民观看完消

防宣传片后陆续离场，消防工作人
员则开始收拾现场。就在这时，消
防文员逄宇突然在一张座椅上看见
一沓现金和几张名片。“是谁不小心
将现金落在座位上了？失主肯定很着
急。”逄宇心想。于是，她立即找来在场

的其他2名消防官兵，并利用消防车上
的高音喇叭喊话寻找失主。

可是，近一个小时仍然寻找无果。
于是，她又拿出拾到的名片挨个拨打联
系电话。在接通第三个电话的时候，电
话那头终于传来急切的声音：“对，我刚

才就在文化公园观看你们播放的宣传
片，我丢的有4700元钱和名片。”逄宇
立即数了数拾到的现金，果然是4700
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经商量，失主决
定于12月1日到临高消防大队认领。
认领时，还特别将印有“雷锋精神 拾金
不昧”的锦旗送到逄宇的手上。

记者从临高消防大队了解到，逄宇
是一名消防宣传文员，虽然工资待遇并
不高，但她平时就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工作非常认真，生活上也乐于助人，对
她这次拾金不昧的举动，大家并不意
外，都为她感到骄傲。

临高消防文员捡4700元主动归还
失主送锦旗表示感谢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李关
平）今天凌晨4点许，海口市琼山区龙
塘镇尚道村田地里的一座简易窝棚发
生火灾。事发时，父母外出摘菜并将
两孩子反锁屋内，结果兄妹抱在一起
被活活烧死。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火灾发生的
地点，简易窝棚已经化为灰烬，连屋
内的生活用品都被烧焦，包括一辆摩
托车。警方在现场周边拉起警戒线，
消防部门已经对现场进行火灾调查，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死者的父母被
公安机关带往辖区派出所做笔录。

死者的一位邻居黄女士向记者透
露了火灾发生时的情景。今天凌晨1
时许，死者的父母就外出到附近菜地
里摘菜，摘完菜后还要将菜运送到府

城菜市场去批发。这一家子在此处租
地种菜已有6年，两名死者中，哥哥今
年12岁、妹妹10岁，均在尚道村小学
上学。

黄女士和死者父母当天凌晨均外
出摘菜，返回时正好看到窝棚已经燃
起熊熊大火，孩子母亲撕心裂肺地呼
救，因为两个年少的孩子被她反锁屋
内。已经来不及了，火势太大，居民无
法靠近。据了解，消防部门接警后赶
到现场才将大火扑灭，小兄妹两个死
时紧紧抱在一起，现场非常惨烈。

琼山消防大队大队长李萍告诉记者，
这些简易窝棚，用火用电及建筑材料均不
符合消防要求，今年消防部门联合辖区派
出所、村委会，走进窝棚内检查并发防火
宣传单，但是现状没能得到有效改观。

海口尚道村一简易窝棚半夜突发火灾

小兄妹紧抱一起葬身火海

12月1日下
午，在海口市城
西路，几名市民
正在提着刚刚购
买的被褥回家。

近日，天气
变冷，很多市民
都在添衣添被，
以防寒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天气转冷
添被加衣

本报讯（记者黄能 通讯员代龙超 蔡伟）11月
25日，东方市八所港边防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网络
诈骗案，抓获一名涉嫌通过钓鱼网站诈骗他人的犯
罪嫌疑人，涉案金额1万余元。

据了解，当天，八所港边防派出所接到东方市公
安局情报称，辖区内一名男子涉嫌参与网络诈骗，已
潜逃至八所港边防派出所辖区。接到情报后，八所
港边防派出所迅速核实嫌疑人身份，并组织侦查员
对该男子进行跟踪侦查。经缜密侦查，侦查民警最
终掌握了该男子的具体落脚点。

当日下午4时，八所港边防派出所在东方市八所
镇滨海大道某民宅内将该男子抓获。经审讯，该王姓男
子供述了其一心想通过快捷方式“挣钱”的犯罪动机，并
于2014年3月20日通过“钓鱼网站”，以出售网络游戏
装备的方式，共诈骗福建南安籍男子潘某1.04万元的犯
罪实事。目前，经东方市公安局批准，王某因涉嫌网络
诈骗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网络诈骗万余元

东方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王
慧明 吴淑骁）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口市美
兰区检察院近日成功敦促一名潜逃12年涉嫌贪污
罪的犯罪嫌疑人吕某某投案自首。

11月28日，现年49岁的犯罪嫌疑人吕某某主
动到美兰区检察院投案自首。据了解，吕某某原系
海南某经济开发公司的财务部经理，1994年12月
13日，犯罪嫌疑人吕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
转账方式将其所在公司银行账户里的55万元存款
转入某典当拍卖有限公司的账户内，同年12月15
日，吕某某分多次从典当公司账户提走现金22万
元，并将30万元转至他人名下，次日将这30万元取
走。随后，吕某某携52万元潜逃。

2002年2月立案后，美兰区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
决定，并进行网上追逃。十几年间还多次派检察官与
吕某某家属会面动员其主动投案。最终，在法律的威
慑和政策感召下，犯罪嫌疑人吕某某主动投案自首。

我省一犯罪嫌疑人
潜逃12年后投案自首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宋
研）今天，记者从海口市秀英区法院获悉，两名男子
租车在海口、澄迈等地“碰瓷”，借口敲诈他人5000
元，近日法院以敲诈罪分别判处两人8个月刑期、处
以罚金1000元。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至6月期间，被告人周
某某、朱某经预谋后，由周某某以其亲属周克坤的名
义向海南省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赁黑色丰田凯美
瑞轿车，由朱某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二人在海
口、澄迈等地故意尾随、碰擦他人驾驶的车辆，制造
交通事故，并以此威胁、恐吓对方赔钱，敲诈被害人
现金共5000元，二人均分赃款。

今年6月16日，周某某、朱某驾驶琼AQT977凯美
瑞小轿车在海口市绕城高速与永兴路交叉口再次作案。
被害人张某金报警，公安民警赶至现场将两人抓获。

两男子租车“碰瓷”敲诈
获刑8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