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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李肖珏）记者今天从海南廉
政网获悉，东方市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文化执法中队长王德豪、副中队长史
清、指导员孔祥贵，队员钟华、符祥圣涉

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了解，此前，东方市城镇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秦人锋、副局长林广涉嫌违
纪，该局规划中队中队长张东、副中队长
潘修平涉嫌违纪，已分别接受组织调查。

东方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执法中队长王德豪等5人

涉嫌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那大1月13日电（记者徐一
豪 通讯员薛逢侠）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日前对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原调研员钟巍峰涉嫌受贿一案作
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钟巍
峰有期徒刑10年。

法院审理查明：2007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钟巍峰利用担任海南省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调研员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海口、儋州、陵水等市县的农发办
及邓某等7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邓某
等人给予的钱款共计45.5万元。

海南二中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案发后，被告人钟巍峰
全部退还赃款，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宣判后，钟巍峰表示不服判决
要求上诉。

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原调研员钟巍峰

受贿45.5万元获刑10年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何海丹）手机接听不正常，维
修两次还不能正常使用，可是，检测又
没有发现问题，怎么办？来自内蒙古的
何先生遭遇此事，投诉到海南12315中
心寻求帮助。工商部门调解后，小米手
机海口客服中心当场表示，按政策可以
换一部新手机。

何先生是内蒙古包头人，去年11月
份与老伴一起来海口过冬。他本来有
部旧手机，因为老伴有心脏病，为稳妥
起见，来海口之前，他在老家特意花899
元买了部小米牌新手机。然而，不知道
什么原因，新手机老是出故障。

何先生说，不但接不到电话，有时也
打不出电话，经常出现通话突然掉线的现
象，很烦人，后来打电话时总是担心掉线。

手机到底有什么故障？去年11月
27日、12月3日，何先生两次来到海秀
路的小米手机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很热
情，两次都进行免费维修了，并且其中
一次更换了手机底板。然而，维修的效

果并不明显，第二次维修时，手机在客
服中心试打时一切正常，但是，回家之
后又不能正常使用。

“我老伴身体有病，要是夜里突然
发作，手机打不出去，救护车都没办法
叫，可是要出大事的。”何先生说，手机
是在内蒙古买的，不能为部手机坐飞机
回去找经销商退货，但有人告诉他：手
机产品是全国联保，可以找海口的小米
客服中心换新手机。

1月12日，何先生第三次来到海秀
路小米手机客服中心，工作人员检测之
后，没有发现问题，现场试着打进打出手
机又正常了。工作人员不耐烦，说何先

生是瞎折腾，没事找事，让他回去。何先
生觉得很委屈：“我住在海口的府城区，
打的到海秀路小米手机客服中心往返要
花40多元，我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呢？”

无奈之下，何先生拨打省12315投
诉中心，要求维护合法权益，换部新手机。

在省12315投诉平台，看到何先生
的投诉后，记者来到小米手机客服中
心，面对面拨打何先生手机，两次拨打
何先生的手机都没有反应。

经工商人员介入，小米手机客服中
心一位负责人当场表示：按照手机“三
包”政策，手机在“三包”期内，维修两次
之后不能正常使用，外表没有出现明显

损伤的，可以换一部新手机。
省12315投诉中心有关负责人说，现

在手机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电子产品，但
是，不少消费者不知道“三包”政策，出现
问题不知如何维权。手机是全国联保，不
管在哪里买的，只要在“三包”期内符合条
件，厂商都应该承担责任。根据有关规
定，在“三包”有效期限内，手机经过两次
修理，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销售者应为
消费者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手机，如
果销售者无同型号同规格的商品，消费者
又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的商品而要求退
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
货，并按发票的价格一次退清货款。

“小米”保修两次仍不正常
工商部门：按规定厂家应为顾客更换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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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1月13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1
月12日，来自湛江渔船（船号01282）上
的6名渔民，在万宁市龙滚海域作业时，
因食用捕捞的不明海螺后出现不适，疑
似食物中毒。目前，一名贵州籍渔民已
经死亡，其他5名正在接受治疗，生命体
征稳定。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月13日凌晨1时12分，万宁市
120救助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有艘湛
江渔船在万宁龙滚海域作业，船员因食
用捕捞的海螺后，出现呕吐、头晕症状，
需要救援。救助中心立即派人赶赴现
场。贵州籍渔民杨某祥到岸时已没有
生命体征，宣告死亡，其他5名渔民在
获得医务人员及时救治后脱离生命危

险，并于凌晨2点入住市人民医院。
事件发生后，万宁市委、市政府立

即召开紧急部署会议，成立了由市公安、
卫生、民政、药监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
小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及善后救助处
理。同时卫生局、医院加大医务力量，组
织专家组对5名疑似食物中毒患者，密
切观察治疗，确保患者病情良性发展。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2014年9月15日股东会议决议，五指山毛阳河

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存续分立方式分为五指山毛阳河实业
有限公司和五指山万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立前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五指山毛阳河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债权人自本次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
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五指山毛阳河实业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2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QY201501HN0005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万宁津海投资有限公司
25%股权，挂牌底价500万元。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
人民币2000万元。截止2014年10月31日，经评估公司总资产
2010.52万元，总负债10.25万元，净资产2000万元（详见资产评
估报告）。报名需缴纳竞买保证金50万元，公告期：2015年1月
14日至2015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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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14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办事处；代理机构：深圳市

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
拆迁改造项目；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爆破与拆除
工程专业叁级（非爆破）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具备二级
（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文件获取：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携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组织机构
代码证、检察院出具的公司及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项目经理资
格证书，于2015年1月14日至2015年1月20日下午17:00分
前到海口市龙昆南路73号昌乐园6栋2楼C房报名购买招标文
件（每套售价2000元），招标文件售后不退（以上资料核验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联系人：樊先生 15808904035

责令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海南义隆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码：460100730064372）

你公司未按规定期限缴纳已生效的《税务处理决定书》
（琼地税一稽处〔2014〕22号）上应补缴的税款 672,959.49元，
滞纳金304,938.95元，合计977,898.44元。因你公司原办公地
址不详，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无法完成直接送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逾期仍未缴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四十条相关规定执行。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5年1月14日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海南奥兰花园住宅小区已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发改局以保发改备案【2012】19号文批准建设，项目出资人为海南奥兰置业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海南奥兰置业有限
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现对总承包范围内的供配电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进行招
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前来报名。2.项目概况与招
标范围：本项目位于海南省保亭县西环路与沿河北路交汇处，总用地面积
101275.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5838.86平方米，一期11栋，二期10栋；建筑结
构为:框架剪力墙结构。招标范围：海南奥兰花园住宅小区项目供配电工程（一
期）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质保及售后服务等施工图范围内的所有内容。工
期：接到书面开工通知后120日内；服务：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培训、质保期
内的维保服务、与设备有关的运输和保险及其他伴随服务；施工地点：海南省保
亭县西环路与沿河北路交汇处海南奥兰花园住宅小区项目现场。3.申请人资
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2000万元以上，
具有国家电监会颁发的电力设施承装（修、试）资质，其中承装肆级（含肆级）以
上，承修肆级（含肆级）以上，承试伍级（含伍级）以上；具备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近三年内承担过三个建筑面积80000m2以上的类似项目的供配电工程，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施工能力。外省企业需有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
案。其中投标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贰级及以上机电专业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

目经理。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申请。4.投标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1月2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
时至12时，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海南省保亭县西环
路与沿河北路交汇处海南奥兰花园项目部会议室报名。5.招标文件的获取：5.1
凡符合上述报名者，请于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1月20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需持营业执
照、法人证明、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电力设施承建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外省企业需有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项目经理从业资质证
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2011年以来完成的类似工程业绩证明（中标文件、合
同协议书或验收文件其一均可，至少三份）。要求报名时提供原件或公证书原
件，留存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在海南省保亭县西环路与沿河北路交汇处海南奥
兰花园项目部会议室购买招标文件。5.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6.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2014
年2月4日15时00分，地点为三亚市河东路216号豪威戚麟大酒店B栋2
楼棕榈轩会议室。6.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件人
不予受理。7.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及《海
南日报》发布。8.联系方式：招标人：海南奥兰置业有限公司。地址：海南
省保亭县西环路与沿河北路交汇处海南奥兰花园项目部 邮编：572300
联系人：孙先生、赵女士 电话：0898-38661663传真：0898-38660667电子
邮件：hnal2012@126.com

海南奥兰花园住宅小区（一期）供配电设备采购与安装
工程招标二次公告

信达·海天下三期Ⅰ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
海南信达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信达·海天下三期Ⅰ区”项目位于

美兰区江东滨海区，该项目2013年2月批建，正在施工建设中，现建
设单位申请方案变更，变更方案指标满足批准修规及技术规定。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月14日至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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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南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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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聂晓兰。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14日

文昌市规划局
关于撤销文昌原野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方圆小区”
项目规划许可证（正证）及规划验收合格证的公告
文昌原野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方圆小区”项目位于东阁镇

宝芳水库西侧，于2010年9月8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
证号为文市规证建(2010)A136号和文市规证建(2010)A137号。目
前其所持项目规划许可证（正证）及规划验收合格证(证号[2014]
0067)内容有误，我局依法撤销该项目的规划许可证（正证）及规划
验收合格证。

特此公告
文昌市规划局

2015年1月14日

中标公示
儋州市王五镇徐浦坡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施工标、监理标已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施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

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理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

南双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丰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 2015年 1月 14日至 2015年 1月 16日，如有

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纪检组投诉。联

系电话：0898-23882122。

本报嘉积1月13日电（记者蔡倩）近日，琼
海市森林公安局侦破一宗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案，刑拘两名采伐沉香树的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2014年7月28日，琼海森林公安局
收到海南省森林公安局转来的一封匿名举报信，
信中举报琼海市嘉积镇三更上村一株百年沉香树
被人采伐。接报后，该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
查。由于案发时间久，信中举报的案发现场只留
有一个树坑，树坑内已种植有一株椰子树苗，树坑
内壁有两个树根。

办案民警通过对附近村民逐个进行走访和深
入调查，依法查明：该株沉香树为自然生长，树龄80
年左右，属于三更上村所有。2014年3月的一天，
该村村民黎某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未经三更上村同
意的情况下，将该株沉香树以3万元的价格私自出
售给温某某并与温某某合伙将该株沉香树采伐。

琼海森林公安局于2014年9月12日依法将
该案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犯罪嫌疑人于
2015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非法盗采沉香树
琼海两盗伐者被刑拘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吕书圣）今天零时许，海口市滨海大道假日海滩旁
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一人受伤被困，海口秀英消防
大队迅速出动救出被困人员。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发现，一辆黑色越野车与
一辆白色大巴车相撞，越野车因车门严重变形内
有一人被困，情况危急。消防官兵使用液压破拆
器材对越野车左侧车门部位进行破拆救援，同时
用水枪对车辆油箱及地面进行稀释。

经过半个多小时救援，消防官兵成功将越野
车车门破开，救出被困人员并做好防护措施，并将
其抬移至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

滨海大道假日海滩旁
两车相撞
海口秀英消防救出一名被困者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张靖
超 特约记者罗佳 通讯员周君）近期，三
亚警方成功破获一例赌博诈骗案，依法
对9名涉案人员予以刑事拘留。

去年3月初，三亚警方接到群众举
报线索，一个赌博团伙长期在海口、三亚
等地利用多个酒店套房以及公寓等场所
秘密开设“百家乐”赌场。接到任务后，

治安支队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秘密侦查。
去年12月16日，警方通过工作关系，获
悉该团伙在三亚榆亚路某酒店三楼开设

“百家乐”赌场，并迅速掌握了相关情
报。当天21时，便衣民警秘密潜入该酒
店三楼赌场内侦查情况。22时许，埋伏
在周围的公安民警接收到抓捕指令后，
里应外合，一举捣毁该赌场，并当场抓获

涉赌人员王某吉、李某科等19名涉案人
员，缴获“百家乐”筹码646万元、扑克牌
和其它赌具一批。

经调查，王某吉等人长期在三亚租
房开设赌场，采取发卡片、高回扣等手
段，利用黑旅游车、出租车带客人到赌场
内以赌博为名，用特制扑克牌为工具对
赌客进行诈骗，牟取不法利益。

三亚破获一例赌博诈骗案

⬆图为渔民食用的不明海螺。
⬅图为渔民正在万宁市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曾觉 摄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宋研 实习生肖晓）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秀英区法院
获悉，两名被告人分别租房利用工业松香对生猪
肉脱毛并制熟食。法院近日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
刑1年，处罚金1000元。

被告人黎某某（男，1985年出生，海南省白沙
县人）、罗某某（女，1966年出生，广东省普宁市
人）分别居住在秀英区向荣路化工二厂宿舍区两
处出租屋内，使用工业松香加热的方式对生猪耳
朵、生猪头进行脱毛，并将脱毛后的生猪耳朵、生
猪头加工成熟食制品进行销售。

2014年 6月6日10时许，海口市公安局秀
英分局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联合执法过程
中，从黎某某的住处查获猪头肉190公斤（其中
熟食25公斤），已经使用的松香若干和未使用的
松香10斤，从罗某某的租住处查获猪头肉165
公斤，已经使用的松香1公斤和未使用的松香
7.9公斤。经鉴定，被查获的松香均为工业松香。

用工业松香
脱猪毛制熟食
两人被判刑1年

整 风 肃 纪

食用不明海螺
1人死亡5人接受治疗

湛江渔民在万宁
海域发生意外

本报文城1月13日电（记者刘笑
非 张谯星 通讯员黄云平）日前，文昌
市纪委通过海南廉政网，向社会通报了
两起违法违纪案件，翁田镇玉竹村委会
原党支部书记林绍常和原文昌市公安
局看守所干警符泉青分别因受贿及帮
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到法律严惩。

据了解，2003年6月，担任文昌市
翁田镇玉竹村委会党支部书记的林绍
常，通过帮助他人违规办理退耕还林
补贴手续的机会，收受贿赂1万元。经
查实后，文昌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

处林绍常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同时经文昌市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给予林绍常开除党籍处分。

曾任文昌市公安局看守所干警的
符泉青，则在2011年5月至2012年6
月期间，在看守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帮
助犯罪嫌疑人联系外界以逃避处罚，
并收受犯罪嫌疑人家属贿赂。经查属
实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符泉青有期徒刑二年。经文昌市监察
局局长办公会议讨论，报文昌市政府
批准，决定给予符泉青行政开除处分。

因受贿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文昌两干部违法违纪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