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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武警海南省总队后勤部
二、项目名称：训练基地新训营房添建工程二标段
三、建设地点：海口市东山镇
四、工程概况：新建两栋二层综合楼，建筑面积3295.20平方

米。概算投资900万元。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贰级（含贰级）以

上的建筑施工企业。
六、报名时间：2015年2月25日——3月8日。
七、报名地点：总队后勤部营房处。报名时请携带相关证明

及业绩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以备查验。
八、联系人：林助理 电话：0898-36733374

武警海南省总队后勤部
二○一五年二月十五日

海南中易拍卖有限公司竞租公告
受委托，对以下标的物：三亚市河西区解放二路（原）吉亚大酒店

B段第一层至第五层房地产（建筑面积 3986.56m2、分摊土地面积
597.65m2）（出租期限为5年）及新风街1103.57m2土地（出租期限为
2年）进行公开竞租，公告如下：

一、报名及标的物展示时间：2015年2 月17日-2015年3月2日
下午4时止。

二、竞租时间：2015年3月3日上午10:00 时。
三、本次竞租参考价为人民币：贰仟零贰拾柒万元整（$20,270,

000.00），以参考价作为起租价，按整体现状净价竞租。
四、竞租地址：海口市蓝天路16号金银岛大酒店6楼3号会议室。
有意竞租者，请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租手续。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路40号龙华大厦第五层主楼 。
联系电话：66793886 13337615159 联系人：蔡先生 吴先生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5）第5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位于西海岸南
片区面积43165.6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位于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面积43165.6平方

米（64.75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出让年期为70年，自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起计。

根据市规划局海规函[2015]243号，该宗地的规划用地性质二类
居住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18%；绿化率≥40%，建筑限高≤60
米。其他规划要求按海规函[2015]243号函执行。

拍卖起叫价：人民币21254.74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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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拍卖不接受联合申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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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0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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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
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5年3 月3日至2015年3月18日16:00整（北京时
间）。

五、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竞买保证金10628万元人民币（评估价的

50%）。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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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0日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5年3月23日16:00整

（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举办。

七、其它事项
1、竞得人成交当天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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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应在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一次性付清;

2、竞得人应在交地后1年内动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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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
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缴交凭证及完税证明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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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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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17日

三门坡镇基础设施项目
施工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门坡镇基础设施项目施工招标于 2015 年 02月 16日在海口
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
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为2015年02月17日至2015年02月19日。公示期

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5898983。

招 标 人：海口市琼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15年2月4日至2月6日在《海南日报》刊登

的陵土告字〔2015〕02号公告更正如下：

投标时间：2015年03月09日14:00至14:20

开标时间：2015年03月09日14:30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2月17日

标的二：
位于海口市华海路东海小区第 3 幢共 16 套房产，总面

积 1444.8 平方米，参考价 560 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

展示时间：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13日止。

有意者请于2015年3月13日下午16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联系电话：18689797320 毕小姐
18808951200 林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八层

标的名称

海口市华
海路 4- 1
号单位宿
舍A、B、C
幢共32套
房产

房号

A栋902

A栋903

A栋905

B栋803

B栋804

B栋901

B栋902

B栋904

B栋103

C栋101

C栋203

C栋205

C栋206

C栋306

C栋405

C栋604

C栋605

房产面积
（m2）

90.6

112.07

112.07

96.12

96.12

96.12

96.12

96.12

96.12

69.84

83.66

83.66

83.66

83.66

83.66

83.66

83.66

参考价
（万元）

32.17

39.8

39.8

37.02

37.02

35.1

35.1

35.1

37.39

28.99

35.57

35.57

35.57

36.4

35.98

34.73

34.7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标的名称

海口市华
海路 4- 1
号单位宿
舍A、B、C
幢共32套
房产

海口市海秀
大道明月路
军企大厦

房号

C栋606

C栋703

C栋705

C栋706

C栋801

C栋802

C栋803

C栋804

C栋805

C栋806

C栋901

C栋902

C栋904

C栋905

C栋906

403

房产面积
（m2）

83.66

83.66

83.66

83.66

96.39

96.39

83.66

83.66

83.66

83.66

96.39

96.39

83.66

83.66

83.66

91

参考价
（万元）

34.73

33.47

33.47

33.47

36.16

36.16

31.38

31.38

31.38

31.38

34.23

34.23

29.71

29.61

29.61

38.29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3月14日上午9:30在海口市蓝天路3-3号新南国酒店10楼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以下资产：
标的一：

椰树椰汁天然无污染，营养又健康
在人们的常识中，世界上最富于营养的是乳白的母乳。也

许是巧合，不可多得的植物蛋白乳——椰汁，上帝也赋予了如

母乳般的乳白色。

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大自然珍乳，上帝造就了椰子的

“三最”。一是树干最高。椰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水果树，一般高十

多米，有的甚至长到二十多米，有七层楼那么高。椰果生长在椰

树高高的树顶上，远离污染源，不需喷药杀虫，天然而无污染。

二是皮层最多。椰果有四层果皮，外两层叫“椰衣”，表皮光滑、

坚实，表皮下的棕丝富有弹性；第三层叫“椰壳”，坚硬无比；第

四层叫“椰皮”，紧贴着椰肉。三是果皮最厚。四层果皮合起来有

五六厘米厚，完好地护卫着椰肉不受外界污染。

在“三最”的呵护下，椰肉就象在天然的氧吧里，日日夜夜、

源源不断地吸取、积聚大自然的精华，酝酿丰富的营养和神秘

的美味。据了解，椰树集团的椰树牌椰汁，就是采用最纯净的、

营养全面的椰果肉为原料生产的植物蛋白饮料，完全不加香

精、色素、防腐，含有包括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水、碳水化合

物、脂肪等六大营养要素，同时还含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锌

能使免疫机能正常化，促进发育，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

重要微量元素；钙能帮助骨骼生长，是构成骨骼的重要原料。椰

树牌椰汁中还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机体蛋白质

的“建造材料”。正是因为椰树牌椰汁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因

此，每天饮用椰树牌椰汁，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

消费者在选购椰汁蛋白饮料时，一定要认明正宗品牌，认

准采用椰果鲜肉榨汁的椰树牌椰汁，才可以达到天然、保健、营

养的目的。

火山风情乡村旅游带工程项目
施工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火山风情乡村旅游带工程项目施工招标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

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开标，已完成评标
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为2015年02月17日至2015年02月19日。公示期

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秀英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8663193。

招 标 人：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亚联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英国旅游局举办的为英国著名景
点取中国名活动逐出结果，揭晓网友
投票数最高的101个美景趣事的中文
命名。

这次英国旅游局在中国的最大规模
市场宣传活动收到近1.3万个中文名，总
投票数超过43万，最终选出“最恰如其
分、最机智风趣、最诗情画意、最令人浮
想联翩和最值得铭记的中文命名”。

以下亮点未必都获得最高票数却
同样令主办方感到惊喜，包括伦敦塔卫
兵Beefeater中文名“大英锦衣卫”，英

国第一高楼The Shard 中文名“摘星
塔”，周杰伦婚礼举办地古堡 Castle
Howard中文名“蓬莱琼宇”或“风月山
庄”，英国最长地名Llanfair－pwllg-
wyn－gyllgo-gery-chwyrn-drob-
wll-llanty-silio-gogo-goch中文名

“健肺村”，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年度
传统划船比赛University Boat Race

“剑拔牛张”等。
投票最激烈的命名是定制西装发

源地 Savile Row，前两名“首翁定制
街”和“帅为尔定制”分获15007票和
13618票。

英国旅游局已经将这些新名称告

知当地旅行社，建议他们为中国游客专
设路标。

供职多塞特郡旅游局的詹姆斯·梅
德门特说：“这些名字当然挺好玩，我们
今早才听说这些名字。当地人会有不
同看法。我们将提供反馈。”

英国巴克莱银行一份报告先前
预计，今后 4 年，赴英中国游客的开
支总金额将在 2013 年的 5.49 亿英镑
（约合 8.47 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
84％。报告认为，中国日益庞大的中
产阶层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的主要
客户群体。

卜晓明（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为吸引中国游客

英国101个景点取中文名

图为古堡Castle Howard。

澳大利亚知名会计软件公司MYOB日前发
布《2040年澳大利亚未来商业》报告。报告中预
测，继电子邮件后，未来将给办公带来划时代变化
的技术是全息投影。报告说，由于能源和交通成
本不断上升，未来上班族可能不会每天亲自到办
公室，而利用全息投影技术代替。也就是说，虽然
你感觉身边坐着不同的同事，但他们都是影像，

“真身”则可能位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许你和
一个人并肩工作了几十年，却没有见过他的真
人。报告还预测，未来将是意念控制的时代。那
时，人体内可以植入各种芯片，用来监测健康状
况。大脑也将被“整合”，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购买
各种附件来扩展大脑功能，就像如今我们在网上
购买App一样。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全息投影代替真人

未来办公就是这么爽

2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男子身
着内衣参加趣味慈善跑步活动。

当日，华盛顿国会前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跑步活动。参赛者在零下九摄氏度的严寒天气
中，身着粉红色内衣跑完全程。该活动旨在为儿
童肿瘤基金募资。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 摄

华盛顿国会前
举行趣味慈善跑步活动

全球最富有的巧克力及糖果制造
商、被誉为“费列罗之父”的意大利首富
米凯莱·费列罗（又译费雷罗）14日情
人节当天病逝，享年89岁。

不少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社交网
站上向费列罗致敬，感谢他“让人生变
得更甜美”。

疾病缠身数月

费列罗集团在一份声明里说，费列
罗过去数月间疾病缠身，本月14日在位
于摩纳哥蒙特卡洛的家中辞世，享年89
岁。直到最后一刻，家人们都陪伴着他。

费列罗1949年从父亲彼得罗·费
列罗手中接过这家糖果企业，创造性地
开发了费列罗巧克力（Ferrero Ro-
cher）、健达巧克力（Kinder）、滴答糖
（Tic Tac）、能多益榛子酱（Nutella）
等产品，使费列罗集团跃升为全球最大
的巧克力制造商。

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说：
“我惊闻米凯莱·费列罗辞世的消息，他
是一位真正的企业家，在意大利乃至全

球广受爱戴……”

打造庞大帝国

费列罗一向沉默寡言，不爱抛头露
面，极少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作为一
个富有魄力的领导者，他经常参与慈善
事业，积极回馈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西北
一带的可可豆供应短缺，而榛子供大于
求。于是，费列罗的父亲彼得罗创造性
地用榛子代替一部分可可豆，发明了能
多益榛子酱的前身“榛子棒”。

继承家业后，费列罗修改配方，研
制出能多益榛子酱，价格大大低于普通
巧克力酱，受到当时消费者的普遍欢
迎。费列罗随后成功地把能多益榛子
酱推向欧洲和北美市场。

如今，费列罗集团在全球各地的11
家工厂每年生产大约36.5万吨能多益
榛子酱。就销量而言，能多益榛子酱在
德国销量最大，其次是法国和意大利。

费列罗1968年研发出健达巧克力，
1969年研发出滴答糖，1982年研发出

费列罗巧克力。到1985年，费列罗巧克
力已经成功抢占了欧洲和美国市场。

今后走向如何

美国《福布斯》杂志2014年发布的
全球富豪榜显示，费列罗家族总资产
234亿美元，居第30位。就行业而言，
费列罗家族是巧克力及糖果制造业的
全球首富。

截至 2014 年 8 月的财务报告显
示，费列罗集团每年营业额超过80亿
欧元（约合91亿美元）。费列罗集团在
全球范围的员工超过2.2万人。

如此庞大的费列罗帝国今后走向
如何，引发了一些猜测。费列罗1997
年把集团经营权交给两个儿子彼得罗
和乔瓦尼。小彼得罗2011年在南非骑
车时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乔瓦尼随后担
任集团总裁。

2013年，乔瓦尼曾否认瑞士雀巢
公司试图收购费列罗集团。乔瓦尼当
时表示，无意出售费列罗集团。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费列罗之父”病逝
网友：感谢他“让人生变得更甜美”

据新华社悉尼2月16日专电（记
者张小军 赵小娜）在中国，给红包的习
俗由来已久，但这个传统不是中国人的

“专利”，澳大利亚人也喜欢在特别的日
子，比如生日或圣诞节，给小辈发红包，
以此作为礼物的替代品。

现年72岁的梅·科尔伯恩住在悉
尼，她一直都在圣诞节给孙辈们发红
包。不同于中国人把钱装进红色纸袋，
科尔伯恩则是把钱夹在圣诞贺卡里。而
且有意思的是，她给的红包多少按照孩
子的年龄而定。

她说，孙女辛西娅12岁，就给她12
澳元（约合58元人民币）。“我对所有孙
辈都这么做。”不过，科尔伯恩花很多心
思在挑选贺卡上。

她说：“我觉得挑选合适的贺卡很重
要。之后，我就将钱放在贺卡里，并一起
塞入信封，再在信封上写上孩子的名
字。”科尔伯恩说，她有8个孙子孙女，给
红包是个好方式，因为这更简单直接。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人给红包
不限于孙辈，即使成年或已成立家庭的
儿女，澳大利亚人也不吝惜钱袋，照样给
红包。

乔·布莱克史密斯不仅给孙辈们发
红包，还给两个40多岁的儿子红包。他
说：“去年圣诞节，我把现金塞在贺卡里，
给孙辈们每人发了100澳元（约合485
元人民币），两个儿子每人50澳元（约合
242元人民币）。”

布莱克史密斯说，之所以给红包，是
因为在圣诞购物季，商场往往爆满，挑选
礼物太累人。

除了红包外，澳大利亚还流行给晚
辈发礼品代金券。

62岁的苏珊·莱就送给两个儿子礼
品代金券。小儿子35岁，仍然单身，她
就送了一张价值50澳元的商场代金券；
大儿子42岁，已经有了孩子，她就送了
一张电影代金券。

莱说：“我的大儿子在节日用我给的
代金券，带着三个孩子去看了最新的《霍
比特人》。一家人看电影花费不小，所以
我觉得电影代金券是个不错的礼物。”

对于小儿子，莱是这么考虑的。
她说：“我的小儿子一个人住，所以商
场代金券更实用。他可以买些有用
的东西，而不是将钱浪费在和朋友泡
吧上。”

挑选礼物太累人

澳大利亚人也爱给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