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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09）龙执字第 527-2号裁定书、海
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3）秀执字第 141-1、142-1号裁定书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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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以下标的物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仁里村第101房，面积167.5平
方米，参考价 297万元。竞买保证金 60万元。2、位于海口市滨海大
道 90号海口港爱华小区 13栋 203房。建筑面积：55.85平方米，参考
价 25万元，竞买保证金 5万元。3、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小英路东方
洋西区 66号 505房，建筑面积：97.92平方米，参考价 30万元，竞买保
证金10万元。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手续费及相关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时间：2015年1月7日上午10:00；缴纳保证金
时间：2015年1月4日到帐为准;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
委字第56、57、5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收取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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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至
2015年 1月 5日 17:00止。拍卖单位：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 36号海外大厦三层；电话：66747557 1390762880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6、57、58号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1HN00118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转让海口市海甸岛万恒路18号万恒
城市花园E2栋704房等17套房产权益。该标的为抵债资产，由法
院裁定取得。

报名需缴纳竞买保证金10万元/每套，公告期：2014年12月16
日至2015年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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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女士）、0898-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2月16日

标的名称

E2-704房

E2-904房

E3-203房

E3-303房

E3-503房

E3-603房

E3-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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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04房

面积（m2）

75.18

75.18

74.76

74.76

74.76

74.76

74.76

74.76

78.35

挂牌底价（元）

406446

414566

383990

388027

396101

400139

404175

412250

406660

标的名称

E3-404房

E3-504房

E3-604房

E3-904房

E3-205房

E3-305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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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905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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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挂牌底价（元）

410891

415122

419353

432045

402429

406660

419353

432045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占
道停车一律开罚单，私自占道设立停车
场最高罚款5000元。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交警支队获悉，从今年12月13日至
明年3月31日，海口交警部门将分三阶
段开展道路停车管理专项整治，加强占
道乱停和违法擅设停车场的整治力度，
规范城市路面停车秩序。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
措施为：对海口全市道路停车需求进

行初步调研和论证，提供道路临时停
车泊位的停车需求；按照先主后次的
工作原则，加大主干道机动车占用非
机动车道、人行道乱停违法行为的整
治力度，杜绝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放
交通乱象；对辖区内非法私设、擅设占
道临时停车场进行清查与取缔，上门
走访沿街各商场、铺面，对拒不整改的
单位或个人依法予以处罚。对遗留的
非法停车隔离设施、停车标志牌、停车
标线等进行拆除，净化人行道通行环

境。对沿街商铺占道经营、出店经营
造成机动车或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
的，联合城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整治行动中，海口交警各大队将
根据警力部署情况，组织整治小组，
沿街摩托车机动或徒步巡逻，对发现
的机动车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进
行查处，所有的违法行为一律拍照贴
单，对妨碍交通或造成恶劣影响的拖
移现场。

海口交警部门将对辖区内沿街非

法私设、擅设停车场的单位或个人下发
违法占道停车泊位取缔通知书，对拒不
配合的立即予以清查与取缔，并根据有
关规定，对单位或个人擅自占用道路、
公共场所划定临时停车场或停车泊位
的，责令限期整改、拆除相关停车设施，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敦促
电动自行车停放点有序停放，电动自行
车停放点要保留足够通道供行人或非
机动车通行，严禁占用盲道设置电动自
行车停放点。

海口交警开展道路停车管理专项整治

擅自占道设停车场最高罚5000元
第一阶段（2014年12月13日

至2015年1月31日）集中整治市区
主干道；

第二阶段（2015年2月1日至
2015年3月31日）延伸至辖区内停
车乱象比较突出的主次干道、支路；

第三阶段覆盖至辖区内所有道
路，并保持长效管理态势。

自动取票机昨进海南大学

学生足不出校可取火车票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

周金丽 何芸）“有了自动取票机，我们取票方便多
了。”海大学生李敏佳说。为方便广大学生寒假买
票回家，粤海铁公司今天将自动取票机搬进海南
大学校园，让在校大学生足不出校便可轻松取票。

据介绍，设于海南大学内的自动取票机12月
15日起启用，学生通过互联网购买火车学生票
后，每天上午8时至晚上8时，可凭二代身份证和
学生证优惠卡在自动取票机上取票。

粤海铁路方面提醒，从12月1日起，全国火
车票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开始调整，由
原来的20天分步延长至60天。今天已开始预售
2月12日的出岛车票。眼下网络、电话购票已渐
入高峰，旅客最好提前在网上订票，妥善安排好春
运行程。

专项整治三个阶段

主编：傅人意 美编：张昕 专题
“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辐射效应凸显

海口综合保税区打造全省最大国际商品展示交易平台

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简介：总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共两层，其中一楼主要进行进口酒类展销，产品遍

布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智利、以色列、匈牙利、葡萄牙、阿根廷、
加拿大、南非等20多个国家，国际酒类品种2000多种；二楼主要是进行进口砖石珠宝、
高尔夫球具、箱包皮具、服装、食品等国际商品展示交易。

地址：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69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一楼
相关网址：http：//www.hkftz.gov.cn

http：//money.hinews.cn/bsq_index.php
公众微信号：HKZBQ666
展厅电话：0898—67201285 联系人：13807674467(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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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于2013年11月开工建设，今年3月
21日开业，是落实省市关于“把海口综合
保税区打造成为海南对外开放新高地”的
要求，通过建设国际商品展示交易平台，推
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形成“前店
后厂”，放大开放平台效应，推动引领园区
产业向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

在开业当天，国内首家电商保税店
——“保税区 .com”也落户于此，这是目前
海南进口商品种类最多、功能最全的展销
中心，将逐步打造成为集展示、交易、拍卖、
新品发布、品鉴、收藏、文化等为一体的全
省最大国际商品展示交易平台。

平台效应逐渐释放
国内外商家纷纷进驻交易中心

上海福源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燕格外忙，借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近日在这里开展了商务

活动，利用交易中心的信誉和政府的保
障，开展线上线下交易，做大进口水果、洋
酒等冷链业务。据悉，交易中心开业以
来，已有40多家企业进驻国际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

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有关负责人说，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展示展销保税商品，一方面可充分发挥特
殊区域仓储物流、分拨配送等功能优势，进
一步拓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服务贸易功
能；另一方面可大大减少流通中间环节的
消耗，通过先销后税减轻资金占用，扩大企
业利润空间，促进企业发展。

据介绍，海口综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总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是目
前海南进口商品种类最多、功能最全的展
销中心。

随着该中心平台效应逐渐释放，影响
和辐射力不断加强，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客
商慕名前来合作，在这里展示展销钻石珠
宝、进口葡萄酒、高尔夫球具、箱包皮具、服
装、食品等，目前已有法国、西班牙、德国、

美国、葡萄牙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酒
类进驻这里进行展销，形成了国际商品展
示交易平台，对国际商品交易行业的发展
和繁荣起到了积极带动和促进作用。

拓展保税展销功能
区内区外联动发展

海口保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交易中心于今年3月份开业以来，已经
成功举办九次进口酒类品鉴订货会，一次
国际珠宝鉴赏订货会，效果喜人，引起众多
商家和市民的关注。许多市民慕名前来品
鉴购买货真价实的进口酒类、珠宝钻石、进
口食品等商品。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多家进
口商进入综保区开展业务，最近又有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
亚、香港、台湾等多批客商前来洽谈，希望
通过交易中心这个平台，在中国市场推广
其进口商品，对国际商品展示交易行业的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其中，作为法国“弗朗西特”系列葡萄

酒品代理商，百盛兴（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公司在这里举行了多次品鉴订货会，
收到了很好地效果，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在海口综合保税区进行展销，利用
这里的保税、免证等优惠政策，为进口商提
供了便利的贸易环境，极大满足海南和国
内市场对葡萄酒日益增大的消费需求。

同样，在今年5月6日在这里举行的首
届国际珠宝鉴赏订货会，吸引不少高端买
家到场鉴赏，现场珠宝钻石交易达2000万

元。当天，在二楼珠宝展厅，100多件璀璨
裸钻和彩色宝石进行展示和交易，有些展
品在亚洲市场也罕见，令人大开眼界。

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说，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实行现代商业
模式，基于综合保税区“保税、保质、保真”
等优势，近期将在海口市区内建设国际商
品直销店，这样不仅方便广大市民购买到
质优物美的保税进口商品，更是将保税展
示的功能延伸到海口市中心。未来，国际

商品展示业务将做到跨境电商和实体店相
结合，将卖场、跨境电商以及保税展示融合
起来，形成极具竞争力的创新模式，推动保
税商品展示展销业务向纵深发展。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交易平台，而
且还可以在这里感受红酒文化，品尝原瓶
进口优质美酒；挑选钻石珠宝，享受“私人
订制”服务；以最实惠的价格，选购“保税、
保质、保真”的进口商品。

(文/宝中)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洪宝光）“有了
助视器，现在能正常看书了。”今天，海口市琼山
区三门坡镇高阶村的陈文山兴奋地对记者说。

现年50岁的陈文山因视力不好，除了影响生
活外，还有许多爱好不得不放弃。12月10日上
午，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在琼山区开展低视力
（助视器）验配活动，他得到一台助视器。

据琼山区残联理事长林红杏介绍，在省残联
的支持下，这次区残联邀请了有关专家为全区低
视力人群免费验光，并对符合低视力要求的群众
免费发放助视器。

“力争让全省低视力人群都能获得帮扶。”海
南省残疾人铺助器具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健表示，
今年，省残联安排了50万元用于购买助视器，全
省共有500名低视力人群得到帮助。

省残联开展低视力验配活动

500低视力群众获助视器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卫
小林 通讯员肖萍萍）可口可乐与壹
基金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社区净水
计划莅临海南，今天，海口市希望学
校、海口市新坡镇平安希望小学、文
昌市冯坡镇凤栖希望小学的孩子得
到了可口可乐送去的净水设备。

中国农村社区净水计划旨在改
善当地饮水条件，帮助学生健康成
长。收到净水设备的这3所希望小
学，水源均来自井水，水质硬度较大
且常有杂质，不适宜直接饮用。可口
可乐壹基金净水器安装到校内，先进
的直饮水设备，优质的直饮水，让这3

所学校的师生可以放心喝上直饮水。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2.98亿农村

人口及11.4万所农村学校缺乏安全
饮用水。2012年，可口可乐中国公司
成为壹基金战略合作伙伴，在儿童安
全饮水、公益理念传播、灾害应急救
援等领域进行系列合作。其中，2014

年启动的净水计划将覆盖更多偏远
地区的学校，让更多师生喝上清洁的
直饮水。

海南中粮可口可乐将继续携手
壹基金，将净水计划进行到底，为海
南偏远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添砖加
瓦。

本报海口 12 月 15 日讯（记者
梁振君 侯赛）为加强我省食品安
全监管，按照“问题导向，清单管
理，靶向治理”的监管思路，省食药
监管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关注度
高的食品品种安全问题，分别下发
了肉类熟食、花生油、瓶桶装水、米

粉、冷冻饮品、茶叶、豆芽、水发产
品 8项食品品种的生产、流通规范
管理清单。

同时，省食药监管局通过全省
同步的视频会议，安排专家教授和
业务骨干向全省食品生产流通监管
人员及相关食品品种生产经营者讲

解各项规范管理清单操作规范及要
求，使监管人员对监管内容要求更
加明晰，经营者也懂得了问题所在，
便于有针对性地改进加工工艺，规
范经营管理。

针对已下发的规范管理要求的
食品品种经营者，该局要求各相关

食品品种生产经营者限期整改，各
市县、区食药监局负责督促落实，
发现仍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该局
将进行最严厉的处罚，列入“黑名
单”，该吊证的坚决吊销许可证，按
照要求禁止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张
中宝）13日下午，海口市龙华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以“放心餐
桌，人人参与”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
传活动。记者从活动上获悉，龙华区
制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黑名单”管
理办法》，违法餐饮企业将列入“黑名
单”管理，以此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让老百姓去餐馆吃上放心餐饮。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一个个有

关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栏吸引了众多
市民驻足观看，举办方还通过有奖问
答、文艺表演、现场咨询、发放宣传册等
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并现场邀请市民来做食品安全监督员。

为了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海口市龙华区制定的《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
对未执行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有
关规定，或者采购、使用或经营国家
禁止生产经营、来源不明或者不符合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原料、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未按有
关规定处置餐厨废弃物，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等行为的违法餐饮服务
企业将列入“黑名单”管理。海口市
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说，凡列入“黑名单”的餐饮服务
提供者，除重罚外，将量化分级管理
动态等级降级；在“黑名单”管理期限
内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将延长其

“黑名单”管理期限。

米粉豆芽熟食有生产销售规范了
我省出台8项食品生产流通规范管理清单，违法生产经营者将上“黑名单”

海口龙华区开展“放心餐桌人人参与”活动

邀市民做食品安全监督员

可口可乐壹基金净水计划走进海南

海口文昌3所小学有了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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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新农保参保率达98%
基础养老金提至每月120元

本报定城12月15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林先锋 通讯员叶彦彤）“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每
月多了20元，政府给我们农民的优惠政策越来越
多了！”日前，定安县定城镇高龙村村民陈爱菊高
兴地告诉记者，参保到60岁后，每月就可拿到自
己的养老钱，到年老的时候不会给子女添负担。
像陈爱菊一样，定安县享受提高后的新农保待遇
参保人员已有10.8559万人，参保率达98%。

记者了解到，2014年城镇居民基础养老金
标准为每人每月130元，从2014年7月起，定安
县“新农保”领取待遇人员基础养老金从100元
提高到了120元，缩小了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
差距。而这，也是今年定安县为民办10件实事
的其中一项。据介绍，具有本县行政区域内农业
户口，年满16周岁以上（不含在校学生），未满
60周岁的农村居民均可参加新农保，新农保待
遇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
支付终身。

从2014年12月起

自持人事档案
申请退休不再受理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洪宝
光）海南省人社厅近日下发通知，从2014
年12月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办理退
休审核手续时，不得接收已拆封的人事
档案或由当事人个人携带的人事档案。

据了解，对于滞留在参保人员手中
的人事档案，持档人应于2016年12月
31日前向有关单位（部门）提出档案材
料认定和接转申请。

（一）持档人目前所在单位有档案
管理权的，应将档案交回现单位管理；

（二）持档人原单位不存在的，应将
档案移交至原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如国
资委等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等有档案管
理权的单位管理；

（三）持档人所在单位正在进行改
制、关闭、破产的，应及时将档案交回单
位管理；

（四）持档人原人事关系在外省、自
持档案来我省就业的，应将档案托管在
原人事关系所在地公共就业或人才服
务机构等有档案管理权的部门；

（五）持档人属退役军人的，应向户
籍所在地军转办（自主择业服务中心）
或民政部门申请保管其人事档案；

（六）持档人已经失业且原单位（或
主管部门）不存在的，或所在单位无档
案管理权的，应向参保地就业局（人力
资源开发局）申请保管人事档案。

省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持档
人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时，
由其档案管理单位（部门）按规定将人事
档案送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的内容，
对其出生年月及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
视同缴费年限等情况予以审查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