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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面前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于

2014年12月2日9时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1、海南龙华兴业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2、海南琼信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3、海南新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 3个工作日（2014年 12月 3日至

12月5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

电话：66568045。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三亚市人民医院门诊楼、外科楼、医技楼

消防整改工程

招 标 人：三亚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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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集利实业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健煌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截止时间（2014年 12月 3日

至12月5日）内拨打投诉电话：0898-88679618。

2014年12月3日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黄志容、温润亨与海南江南投资有限公

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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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2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举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
圩渔港码头,面积2564.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国土证号为:文国用(2008)第
W0301291、文国用（2010）第W0301729号]。参考价：494.478756万元，竞
买保证金：26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19日上午11:00
止。有意竞买者请于12月19日上午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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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号竞买
保证金。拍卖成交财产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拍卖单位：海南金汇拍
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15号锦鸿温泉花园酒店副楼。电话：
36656056 13876044988 18976241313法院监督电话：65301058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海口市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项目业主为海口市交通港航信息中心，项目资金来

源为全额政府投资。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编制单位进行公开招标。规划编制地点为海口市，计划工期

180日历天。要求投标人具备工程咨询（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甲级资质的单位，同时具有同类规划编制的经验。报名时间：

2014年 12月 3日至 2014年 12月 9日。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网址：http://
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美安综合物流园项目27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4）第30号
经市政府批准,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美安综合物流园项目27块1415522.39平方米（2123.28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分

十二个批次公开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地块面积、用途、年限、主要规划指标、要求和起叫价：本次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位于
疏港大道与南海大道交汇的西南角, 面积、用途、年限、主要规划指标和起叫价见下表：

各类用地使用年期：城镇住宅用地70年，仓储用地50年，批发零售、
商务金融、其他商服用地40年。其他要求详见海高新函[2014]411号。
本次拍卖以各个批次的起叫价为基础，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
二、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也可联合竞买。但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海口市行政辖区
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三、竞买保证金：竞买
人在报名前需交纳5亿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原项目竞得人所交保证金
可作本次竞买保证金）。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五、竞买咨询、报名期限及资格确认：本次出让
地块拍卖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地块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4年
12月9日至2014年12月23日16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
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一楼大厅）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申请获取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4年12月9日
至2014年12月23日16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
横路国土大厦一楼大厅）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22号窗口提交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23
日16时止。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14年12月24日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拍卖时间及地点：本

次拍卖于2014年12月25日16时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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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七、其他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
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
10%。土地出让金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
支付；2、本次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现状净地
出让。竞得人应在交地后1年内动工，5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
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3、本次拍卖为挂牌项目整改，
旨在解决项目挂牌遗留问题，竞买人需投入矿坑生态修复工程、市政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4、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
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5、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
务费按规定收取。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美安综合物流园项目27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
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咨询电话：0898-
68531700、65303602；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www.ggzy.hi.
gov.cn；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12月3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地块编码
A0214
A0231
A0105

面积（m2）
29329.19
30621.21
51646.20

用途
城镇住宅
商务金融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1.5

0.8-2.0

起叫价(万元)

12172.603

111596.60m2(167.3949亩)

第一批次地块（三块）

第二次批次地块（二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17
A0210

面积（m2）
34838.77
91887.72

用途
城镇住宅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10696.2256
126726.49m2(190.09亩)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12
A0104

面积（m2）
29537.65
95667.70

用途
城镇住宅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9713.574
125205.35m2(187.81亩)

第三批次地块（二块）

第四批次地块（二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19
A0303

面积（m2）
35492.71
100000.0

用途
城镇住宅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10155.7718
135492.71m2(203.24亩)

第七批次地块（二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20
A0232

面积（m2）
36715.71
35502.12

用途
城镇住宅
商务金融

容积率
1.0-1.5
≤1.5

起叫价(万元)

12423.6786
72217.83m2(108.3267亩)

序号
1
2
3

合计

地块编码
A0222
A0233
A0234

面积（m2）
59122.41
23238.12
13488.49

用途
城镇住宅(商业占30%)

其他商服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1.5
0.8-2.0

起叫价(万元)

14593.182

95849.02m2(143.7735亩)

第五批次地块（三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29
A0302

面积（m2）
22039.38
107243.12

用途
城镇住宅(商业占30%)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7845.839
129282.50m2(193.9238亩)

第六批次地块（二块）

第八批次地块（二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26
A0103

面积（m2）
71623.08
129848.54

用途
城镇住宅(商业占30%)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17398.983
201471.62m2(302.2074亩)

起叫价(万元)

9947.143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13
A0209

面积（m2）
28836.63
105003.53

用途
城镇住宅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133840.16m2(200.7602亩)

第九批次地块（二块）

第十批次地块（二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23
A0102

面积（m2）
28332.63
3005.41

用途
城镇住宅

批发零售(加油加气站)

容积率
1.0-1.5
≤0.5

起叫价(万元)

5866.71
31338.04m2(47.007亩)

第十一批次地块（二块）
序号
1
2

合计

地块编码
A0215
A0207

面积（m2）
26134.02
93724.54

用途
城镇住宅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8210.6394
119858.56m2(179.7878亩)

序号
1
2
3

合计

地块编码
A0228
A0218
A0206

面积（m2）
5703.22
29769.65
97170.64

用途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

1.0-1.5
0.8-2.0

起叫价(万元)

11957.2666

132643.51m2(198.9653亩)

第十二批次地块（三块）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7-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谭绮雅与被执行人屠建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辖区陵水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3）陵
执字第83-5号执行裁定。裁定变卖被执行人屠建章位于海南
省陵水县英州镇清水湾A09-1区SA3幢5层510房屋一套（该
房屋合同备案号为A00008203），变卖价格为：1296286.72元人
民币。变卖该房产所产生的税款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由买受
人与被执行人屠建章各自缴纳各自的税费。

有意购买者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天内，到本院司法技
术处报名和缴款（联系人：张鹏，联系电话0898-65301058、
65301137），变卖方式为：报名并付清款项者优先。缴款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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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按顺序填写：购
买人姓名或单位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7号变卖款。

特此公告
2014年12月2日

1.项目名称：镇海村片区--镇海村旧城改造工程项目（丘浚墓修缮
市政配套道路工程）。2.招标人：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3.概况与
招标范围：项目包括原海口保税区金盘路延长线（西门至丘海大道段）改
建工程及丘浚墓绿化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1368.74万元，建安费为
8414825.76元；工期：180日历天；招标范围：道路工程、排水工程、道路
绿化工程、照明工程及丘浚墓绿化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4.投标人资格：
4.1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项目经
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2011年7月以来完成过
一项市政工程单项工程建安费达800万元以上业绩。4.2省外企业有《省
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4.3提供有效的经注册地或项目
地检察院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证明（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拟任项目经
理）。5.招标文件获取：5.1 2014年12月3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下载招标文件。5.2招标文件500.00元/套，售后不退。6.投标文件递
交：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08时30分，地点
为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3楼(海甸五西路28号)。6.2逾期
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7.本公告同时发布在《海南
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8.联系人：颜工 66795312

招 标 公 告 宇信·西岸公馆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赛孚实业有限公司申报的“宇信·西岸公馆”项目用地位于金
滩南路北侧，属长秀片区E0105地块，总用地面积19036.3m2。拟建5
栋地上1-18层/地下1层商住楼，建筑面积地上38947.2m2/地下建筑
面积 7160.75m2，计容建筑面积 37968.47m2，容积率 2.0，建筑密度
20%，绿地率44.5%，停车位342个，建筑高度55米。现该项目申请
增加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设计方案已经市图审中心审查，
可补偿建筑面积399.23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
年12月3日至12月1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
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3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依法

公开拍卖以下资产：1、乐东县抱由镇乐祥路社区商住综合楼第一层

111号铺面房产，建筑面积：83.27m2，参考价：893000元,竞买保证

金：893000元。2、乐东县抱由镇乐祥路社区商住综合楼第一层112

号铺面房产，建筑面积：98.72m2，参考价：1057000元,竞买保证金：

1057000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12月 30日

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时间：2014年12月22日-12

月30日下午5时止。报名地点：海口市蓝天路32-1号宜家家居五

楼。联系电话：（0898）65308910 65308912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日

新闻 追踪

本报海口12月 2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何海丹）近期，海口街头出现
流动话费充值点，声称“充50送30，充
100送100，移动、联通、电信号码都能
充值”。这是馅饼还是陷阱？3个月内，
省12315中心接到22起消费者同样内
容的投诉，都反映遭遇欺诈。

记者调查
3个月有22起投诉

何先生投诉：在信合科技路边摊位
充值话费，充值前商家称，和普通运营商

话费一样，充值后商家才告知，需要输入
IP号等其他号码才能使用，这时消费者
要求退款，遭拒。

一位林姓同学投诉，参加信合科技
充100元话费送100元话费活动，商家
告知话费已充值到账号，但拨打移动公
司客服电话查询，却发现账上没有刚充
的话费。推销人员说，话费不是直接充
到移动公司的账户，而是充到信合科技
公司账户，拨打信合公司一连串数字才
可以使用。林同学试了一下，发现使用
这话费非常麻烦便要求退款，遭拒。

林同学是海南政法学院的学生，他
是在信合科技公司在学院门口设的摊点
上购买的充值卡。在他提供的充值卡
上，记者看到，该卡正面上方，醒目标示

“信合科技、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四个单位的标识，下面写着“国内全
天折后低至0.08元/分钟”，旁边几个大

字：“充50元送30元”。而在该卡左上
角，写着一行小字：“信合通 IP 充值
卡”。该卡背面，有多行小字，介绍使用
该卡方法，结尾处有一句话：最终解释权
归信合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记者在省12315平台查询，发现3
个月内上述内容的投诉共有22起，都是
投诉信合科技公司的。

涉事公司
至少存在2个问题

据记者调查，信合科技公司全称是
东莞市信合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5号华发
大厦A1202-2房，成立日期是2014年
8月13日。

记者调查还发现，消费者充值的话
费是充到一种软件上，通过消费者手机

所属的通信运营商查不到话费，必须通
过信合科技公司指定的号码方可查询充
值数额，对外拨打电话也必须通过拨打
指定的11位数字按照语音一步一步操
作才可拨打。

信合科技公司与三大通信运营商是
不是有合作？或者有其他什么关系？记
者拨打各通信运营商客服电话，得到的
答复都是：没有接到公司与信合科技合
作的通知。移动公司客服说：近期也接
到多位消费者反映，购买信合科技公司
充值卡却查不到已缴的话费。

今天上午，记者联系到信合科技公司
一位销售人员，要求对消费者投诉给一个
解释。这位销售人员称：该解释的信息卡
上已经有了，推销卡之前，销售人员已经告
知消费者有关信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公
司相关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台风来了，
公司今天放假，相关负责人不在公司。

省12315投诉中心有关工作人员分
析，从消费者的投诉看，信合科技公司至
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充值卡上标示的

“信合通 IP充值卡”几个字很小，违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显著方式告知
消费者”的有关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二是该公司在使用说明中称“最终
解释权归信合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这是一种变相霸王条款。

据林同学介绍，信合科技公司周末常
在学院门口设点售卡，像他这样遭遇的同
学有不少，因为充值卡使用复杂，购卡的
同学几乎没有用的，但维权又非常困难。
他希望媒体报道此类现象，引起执法部门
重视，避免更多消费者上当受骗。

截稿时，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对信
合科技公司3个月被消费者投诉22起
的现象，省工商局领导高度重视，已经责
成有关执法处室立案调查。

本报文城12月2日电（记者刘笑
非）“今天就有工作人员到现场来看了，
估计用不了太久，大家就会忘了‘摔桥’

的名字。”本报12月 2日A08版刊登
《伯锐桥，让出门与归家变成历险》一文
后，文昌市住建部门迅速作出反应，立
即派出了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并联系
了桥梁设计方，共同商讨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联系了桥梁设计方，并
将目前存在的问题告诉了他们。”文昌

市住建局局长符史文表示，设计方将最
快于12月3日赶到现场勘查。

符史文同时表示，从设计到改造施
工，并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也希
望广大市民能够理解。而在桥梁改造
勘查和设计期间，伯锐桥上将会增设警
示标志，提醒市民小心滑倒。

文昌住建部门勘查伯锐桥

每
周 报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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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12315中心3个月接到22起消费者对信合科技公司的投诉，省工商局立案调查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胡坤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
村队长薛某学协助政府征地，却受贿21
万余元。一审法院以“受贿罪”，而不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薛某学
有期徒刑11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日二审驳回薛某学上诉维持原判。

2002年，海口市琼山区中税热带作
物场（以下简称“中税场”）位于琼山区云
龙镇薛村的7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给海南某房地产公司。2009年开始，该
房地产公司拟对土地进行开发，中税场

领导委托时任中税场薛村队队长的被
告人薛某学协助农场做好青苗补偿工
作。2010年，琼山区政府同意云龙镇政
府修建丽江路项目，该道路的征地、建设
等资金由上述房地产公司负责。琼山区
政府委托薛某学协助政府做好丽江路项
目的土地征用及青苗补偿工作。

2010年6月8日，薛某学找到房地
产公司负责人张某超，商谈处理土地遗
留问题和修建丽江路项目等相关问
题。在薛某学的要求下，张某超给薛某
学30万元作为薛某学在该村土地上的

青苗补偿款及劳务费。事后经核算，薛
某学应得青苗补偿款近8.04万元。

原审判决认为，薛某学身为农村基
层组织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1.96
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宣判后，薛某学上诉。

经查，薛某学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
员，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用及青苗补偿
款工作，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行为
构成受贿罪，而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二审
驳回薛某学上诉维持原判。

11月29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三角公园，工人对破损的小亭子进行修缮。据
了解，三角公园是府城地区公共休闲比较集中的公共场所，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影
响，公园受到毁坏。为此，三角公园从当天起闭门进行修缮，预计为期一个月，主要
在公园内增设绿化、配套休闲桌椅，增加垃圾桶、安全设施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府城三角公园闭门修缮

本报石碌12月2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何
静 唐诗）小区建设，双方协调无果，昌江黎族自治
县一用人单位趁一位已经除名职工不在场时，强
行拆除其房屋。近日，昌江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赔
偿8.8万多元。

原告钟某原是海南某集团公司职工，公司分
配一间约30平方米瓦房给原告居住。原告在居
住期间，在房屋前后用铁皮、木料搭建伙房、卫生
间、做好水电设施，并种了几棵芒果树。1999年9
月，原告因治病需要挪用单位票款被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原告被除名后，没有固定收入，主要
靠低保和打零工生活。因此，十多年来原告与被
告因劳动争议、财产损害、房产国土证等纠纷存在
案件诉讼，积怨较深，曾多次上访。2011年5月
被告因小区建设需要，在与原告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趁原告不在场强行拆除原告居住的房屋及附
添设施。矛盾进一步升级，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经
济损失77万元并要求不得侵占其住宅基地299
平方米等权益。诉讼中，原告除了提供房屋被拆
后的现场照片外未提供相应财产权源证明。而被
告对拆除房屋行为矢口否认。

审理中，昌江法院认真搜集证据，确认被告拆
除原告居住房屋及附添设施的事实，公平认定原
告财产损失8.8万多元，判决被告一次性赔偿。
双方当事人服判。昌江法院协调督促，被告于判
决生效10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趁除名职工外出
单位强拆房屋
法院判决赔偿8.8万多元

借征地中饱私囊21万余元
原海口中税场薛村队队长受贿，二审领刑11年

是馅饼还是陷阱？

本报八所12月2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曾群
飞 陈星均）近日，海南公安边防总队东方支队新村
边防派出所及时救助一名因不慎遗失钱包而流浪
街头的外省籍务工者，帮他返回住处，脱离窘境。

据了解，该名男子姓吴，是山东潍坊人，来到
海南务工已经有一段时间，暂住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据东方新村边防派出所民警小陈介绍，吴某
由于觉得在乐东的工作薪酬太低，经朋友介绍，于
近日独自一人到东方市新龙镇打工，但未找到合
适工作，却不慎将手机和钱包丢失，无依无靠的他
只好在新龙镇街头流浪了一天一夜。

“这几天连续降温，他又在外面忍饥挨饿，来
所里报警求助的时候已经虚弱得手脚发抖，我们
当即准备了一些干粮和水给他，带他到接待室休
息。”接到吴某的报警求助后，民警小陈在安抚其
情绪的同时将其安顿好，并在随后为吴某购买了
前往乐东的车票。临行前，该所副教导员还筹集
了一些现金赠给吴某当做路费。

“陈警官吗，你们真是太热心了，还给我打电话
过来，我已经到家了，跟你报个平安，太感谢你们
了！”当天晚上，民警小陈还对吴某进行了电话回访，
得知其平安回家，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男子丢钱包落难街头
东方边防民警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