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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方式
订户手机编辑“订报发票号码”移动用户发送至“

10657021966123 ” ， 联 通 用 户 发 送 至
“1065502002764966123”，电 信 用 户 发 送 至
“106901444062966123”即可参与抽奖活动。于每周
四下午3点，在海南日报南海网演播室通过电脑随机摇
号方式从订户手机号（手机号码必须与订户信息相符）

中抽取获奖者。
二、奖品及奖项（第5期）

1、一等奖（1名）奖品：价值2898元豪华版舒馨之泉水质
处理器1台；

2、二等奖（2名）奖品：价值188元/张黄金海景大酒
店观光餐厅自助餐券2张和海口银龙影院电影票2张；

3、三等奖（10名）奖品：价值198元盗车克星——

睿良GPS定位报警器。
三、公布抽奖名单及查询方式

由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客服人员联系中奖订户，
核对订报发票号码及订户信息，于抽奖次日在《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上公布中奖订户手机号码。

活动解释权归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所有。
咨询热线：66810505

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的支持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的支持，，现推出现推出《《海南日报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订报抽奖活动订报抽奖活动。。

详情请拨咨询热线详情请拨咨询热线：：
6681050566810505 6586588136181361 6611088266110882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各营邮局各营
业窗口均可代收业窗口均可代收
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发行中心收订投递发行中心收订投递
地址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30号号
邮编邮编：：570216570216

订报有订报有礼礼活动活动
订一份订一份《《海南日海南日报报》》或或《《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送送

格美净水机代金券格美净水机代金券500500元元
泰泰（（国国））好玩新概念境外旅游代金券好玩新概念境外旅游代金券600600元元
家装卫士家装卫士··潮盾代金券潮盾代金券300300元元
订户可凭订报发票到商家处享受以上优惠订户可凭订报发票到商家处享受以上优惠

报刊名称报刊名称
海南海南日报日报
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
特区文摘特区文摘
法制时报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证券导报
海岸生海岸生活活

月征订价月征订价
3300元元
2424元元
66元元
3333元元

2020元元

半年征订价半年征订价
180180元元
144144元元
3636元元
198198元元

120120元元

年征订价年征订价
360360元元
288288元元
7272元元
396396元元
192192元元
240240元元

20152015年报刊征订价格年报刊征订价格

凭订报发票凭订报发票（（或当日报纸或当日报纸））到舒倩康连到舒倩康连
锁专卖店购买任意机型可直抵现金锁专卖店购买任意机型可直抵现金380380
元元，，舒馨之泉水质处理热线舒馨之泉水质处理热线：：6536891365368913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20152015年度年度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系列报刊系列报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环资告字[2014]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
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挂牌出让宗地位于
三亚南边海片区国际游艇港口岸联检中心地块，面积7734.26平方米
（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7729.52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
地勘测定界图。根据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4〕106号文件，
该宗地规划性质为码头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容积率≤0.7，建筑
密度≤24.5%，建筑高度≤22米，停车位≥65个。目前，该宗地上现建有
临时建筑物，竞得人需自行处理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开发建设。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
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该地块用于建设“三亚国际游艇港口岸联
检中心”项目，竞买人应拥有经海关部门批准的在三亚经营游艇保税仓
资质，其竞买资质由行业监管部门--三亚市海防与口岸办公室初审。
鼓励具有丰富国际游艇业务经验和完善服务功能的竞买人参加竞买。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
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
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
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175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保
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1月7日到三

亚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四楼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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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矿业权交
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
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7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
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将在2015年1月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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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4
年12月30日09时00分 至 2015年1月9日16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 址：1.三亚市河东路174号；2.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2月9日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指山市国有企业移交市国资办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五府办〔2008〕1号）精神，72家市属国有企业（名单
详见2013年8月7日《海南日报》）资产移交我办监管，在清理债权工作中尚有欠款人未及时偿还欠款，为确保国有资产权益，请欠款人自公告之
日起，到我办办理欠款偿还手续。逾期我办将采取法律程序予以追缴。联系人：马思华 、邢金娇 联系电话：86622277

五指山市国资办
2014年12月9日

公 告

序号

1

2

3

企业名称

原市物资总公司

原市水产供销公司

原市百货公司

欠款人名称

市监察局

冯推儒

浙江周仕真

陈泳海

陈清亻于

万宁许秋四

州农机学校刘章

王学

海口贸易部林尤行

周少萍

张向平

朱孟妃

符军

市经贸实业发展公司

粮油议价经理部

倪世荫

林鸿精

冲山粮所

陈孝

4 原市粮油总公司

粮油食品经理部

卓珍梅

冯太和

山西晋中地区粮油食品
贸易公司

市对外贸易公司

金额（元）

8000
362885.68
31265.63
2416.75
60.34
1008
300
262.2

199676.53
12100.93
28620.00
10165.98
25635.73
5000.00
2434
500
200
6161.74
1700
147911.70
1645.31
2112.42

2500

58672

5

序号

原市建筑材料工业公司

企业名称

甘立生

冯尔壮

市粮油贸易中心

海口市粮油饲料公司

万阳粮所

海南粮油贸易中心

南圣粮所

番阳粮所

市财政局

吴帆

利才炯

黄亻于雄

蔡虎

湛江一区

佛山市日用一厂

包头市车河区炉总厂

三通运材门市部

州琼贸易公司

州贸易三亚办事处

河北侨光经营

张树森

保护器厂

王永坤

东方四更三队符广丰

欠款人名称

4179.87

71071.20

1538
4200

48

100

19882.20
10700
390000

1217.81

5995.61

300
1405.3

700

997.37

4600
82672.98

89791.04

2600
1000

17700
26465.87

55000
13500

金额（元）

6

7

序号

原市金属机电公司

原市对外贸易公司

企业名称 欠款人名称

300000.00

80000

40000

4428.73

1890.5

500

3000

3000

22

954.34

1024.99

901.6

300

100

591.73

10.5

100

3000

502

3786

20000

1000

1000

金额（元）

海口贸易部（吴隆凤）

三亚置业

三亚东龙渔行（陈泰球）

原行政户

广州精的工厂

三亚海关

迎宾酒家

李开文

琼中贸易公司

陈少保

林茂栋

韩忠欣

赵日征

胡硕晓

王和光

三亚分公司

谭宏钦

吴太光

蔡统宗

李智俊

三亚外汇管理支局

温斯钦

王燕

五指山市国有企业应收账款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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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都管不了，我们能管？”
——42名农民工的讨薪“马拉松”

过去的700多个日日夜夜，从省到市再到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感觉自己
好像一头拉磨的驴。”

“市长都管不了，我们能管得了吗？”“这事不归我们管。”“回去等消息，时间
不能确定。”……这是湖北42名农民工在辽宁本溪市讨要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听
到最多的几句话。

两年时间里，农民工们被省、市、区8个主管部门推来“踢”去，如今，他们仍游
走在讨薪的“马拉松”路上。

“劳动监察支队、信访局、市政府、
明山区政府、区公安分局、区信访局、区
劳动监察支队、辽宁省信访局……说起
来，部门各个都有权，可为啥现在还是
原地‘打磨磨’？”来自湖北孝感的农民
工毛道文说，打了这么多年工，头一次
遭遇这么艰难的讨薪。

2012年4月，毛道文和王明志组织
了42名湖北籍农民工来到本溪，参与
观山悦楼盘二期F地块1－5＃楼盘的

内部装修工作。从工程开始至今，业主
已经入住，工人们却只拿到部分工资，
还有118万余元工资没有拿到。“今年8
月份，我们走投无路情绪激动，市里才
承诺10月底给钱，结果一直拖到现在，
又没音讯了。”毛道文对记者说。

从 2012 年9月开始，这些农民工
开始了讨薪“马拉松”。王明志说，这项
工程的开发商是辽宁坤泰展望有限公
司，施工单位是辽宁金帝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金帝一建随后把工程转包给
了一个叫骆红波的人，骆红波又找到毛
道文和王明志，由他们组织民工干活。

“结果，骆红波没了音讯，金帝一建也说
没钱，不能支付我们工资。”

记者采访金帝一建观山悦项目负
责人张廷梁，他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事确实存在，数额上双方也没有争议，
但现在他们和开发商正在决算，只能等
决算后拿到钱再给农民工支付工资。

这样一件实事清楚、证据确凿的欠
薪案件为何被众多部门像皮球一样踢
来踢去？问题究竟出现在哪个环节？
记者跟随毛道文和王明志，一起到有关
部门讨薪。

118万元工资讨薪跑两年
8部门仍“打磨磨”

12日2日13时，在本溪市明山区
信访局，工作人员称：这件事应该到劳
动监察部门备案，“这不是我们的活，我
们没有接待的义务”。毛道文说：“劳动
监察支队一直没给解决，我们想再反映
一下这个情况。”这名工作人员答复说：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他们（劳
动监察部门）的活都干了，你认为还要
劳动监察部门吗？”谈话过程中，这位工
作人员没有给两位农民工做任何协调
和登记。

14 时许，记者和毛道文和王明
志来到本溪市明山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这里挤满了来讨薪的农民工。
工作人员了解了毛道文的情况后说：

“这事应该找市监察支队。”毛道文
忙说，已经去过市里了，市里让找区
里。

在电话请示一位主管后，该工作人
员称，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市里，“市长
都管不了，我们能管得了吗？要投诉的
话，可以登记，回去等结果。”记者询问
何时能给答复，这名工作人员说，“具体
时间不能确定”。

毛道文不愿意放弃任何可能机
会，就又认认真真地把讨薪经历在备

案表上抄了一遍。这时，王明志则小
跑到楼下去复印工资单和所有农民
工的身份证。“复印这些材料，花了7
元多。”王明志有些心疼地说，为了省
钱，平时他们讨薪，一小时能走到的
从不坐公交。

15 时 20 分许，记者来到本溪市
劳动监察支队。监察支队监察一科
科长颜文明说：“按照领导规定，这件
事今年 9 月份移交给明山区政府处
理，具体处理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太
清楚。明山区信访局王副局长应该
知道这件事。”

记者再次回到明山区信访局，此
前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称，王副局长
已经外出，并强调：“这件事情不是
由我们负责，还得找劳动监察部
门。”

“这不是我们的活，
我们没有接待的义务”

奔波了一天的讨薪路又回到了原
点，怀揣的希望也变成了绝望。“40多
名农民工都是我的老乡，大家凌晨4时
多就上工，一直干到晚上八九时，拿不
到这些血汗钱，没法对老乡交代，过年
都不敢回家。”毛道文说，去年春节，他
们从亲戚家借了30多万元垫付工资，
结果今年亲戚得了癌症，催着他还钱他
却还不上。

十余年来，尽管农民工工资拖欠问
题总体上得到遏制，但高发、多发的态势
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建筑业欠薪仍突
出，且向制造业蔓延。一边是国家不断
加大解决欠薪的力度，一边是农民工无
助无奈的身影。在这场年年上演的“岁
末之战”中，相关部门的“清欠”工作总让
人感到力不从心，频繁遭遇“弹簧门”。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
这起农民工讨薪难折射了共性问题：一
是工程涉嫌层层转包，导致一旦中间环
节出现问题，欠薪成了“无头债”；二是

政府各部门相互推诿，不愿意真正负起
责任。

为了带上血汗钱回家过年，一些农
民工甚至不惜“以命讨薪”。艰难讨薪
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些部门“踢皮球”式
的工作作风难改。“中央提出‘反四风’，
从这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态度看，根本没
有真正把农民工的利益放在心上。这
种推诿拖延的‘太平官’做派，着实让人
寒心。”张思宁说。

“‘欠薪入罪’打击了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犯罪行为，表明了国家对于查处欠
薪犯罪的重视和决心。”北京盈科律师事
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认为，解决欠薪
难，还应推广覆盖全行业的工资支付保
证金制度，让用人单位在开工前向工会
足额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用制度遏制
企业恶意欠薪的情况。“关键是看有关部
门想不想去解决、愿不愿意去解决。”

记者 汪伟 孙仁斌
（新华社沈阳12月10日电）

讨薪者成了“拉磨的驴”，
谁让“清欠”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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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12月10日专电 记者10日
从黑龙江省林业厅了解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放生
的东北虎“库贾”在我国境内“溜达”了近2个月之
后，已于日前返回俄罗斯。专家表示，“库贾”或有
可能再度“访华”。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5月份在俄罗斯阿穆尔
州放生了“库贾”、“伊洛娜”和“鲍里亚”三只东北
虎。卫星信息显示，“库贾”10月初越过边境进入
中国黑龙江省嘉荫县，以中俄界河为起点向南行
进，随后向东南方向再向北折回，划了一个椭圆形
的圈，面积超过2200多平方公里，超过东北虎正
常在远东地区活动范围的4倍。

黑龙江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在一天之前接到俄方传来的“库
贾”项圈定位信息，坐标显示它已经回到俄罗斯境
内。然而，专家表示，野生动物是没有国界的，按
照东北虎的活动习性规律和卫星定位信息来看，

“库贾”已经在我国黑龙江省一些林区“占山为
王”，划定了领地和活动范围，“库贾”极有可能再
度返回中国。

东北虎又名西伯利亚虎，主要分布于俄罗斯
远东地区、中国东北等地，是世界十大濒危野生动
物物种之一。目前全球野生东北虎数量不到500
只，在中国境内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共计有20多只。

在我国境内“溜达”近2个月

普京放生的东北虎
“库贾”已“回家”
或将再度“访华”

12 月 10日，刚入住养老院的林双茵老人
（中）在房间内上网。

近日，上海市虹口区溧阳路上的一家三星级
酒店，通过民营资本租借，变身成了养老院，这也
是上海中心城区首个转型成为养老院的星级酒
店。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原先酒店的3到7层客房
已改建成了养老房间，大都以两人间为主，并设有
中央空调。相比一些小型的养老院，这家养老院
可以入住近300位老人，大大改善了周边地区老
人入住养老院难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三星级酒店变身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