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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交控2015年企业债券项目
律师事务所选聘公告

一、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5年企业债券项目律师事务所选聘。

二、资格要求：申请人必须是具备债券发行相关执业资格，
并取得为非金融企业提供企业债券法律服务合法资质，且为
国家发改委认可的法律机构。

三、报名方式：凡有意者请于2015年3月13日至2015年3月17
日，每个工作日上午08:3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17:30
时，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法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企业债券法律服务资质证书（以上证件均为原件，并留存复印
件加盖单位公章一套）到海口市滨海大道189号海南省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一楼投资部报名。联系方式：68615103郑小姐。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5号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在执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龙华支行与吴坤
和、海南先龙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子京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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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国贸
路19号城市精英B商场1（证号:海房字第HK115539号），建筑面积
218.09m2，参考价：123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国贸路
19号城市精英B商场 2（证号：海房字第HK115538号），建筑面积
385.55m2，参考价：266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3)海口市国贸路
19号城市精英B二层商场（证号：海房字第HK115537号），建筑面
积：688.97m2，参考价：468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拍卖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4月3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海

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

12: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3月31日12:00前到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4月2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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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5号（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整体优先；（2）过户的税、

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电 话：0898-68511921 、18976230583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博鳌滨海风情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D0201-D3901
（共35个地块）博鳌新安置区项目用地指标调整的公示
该调整方案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博鳌镇镇区，东临东屿安

置区以及博鳌镇镇区，南面紧邻博鳌亚洲论坛，西接规划博鳌镇
区新区，北侧紧邻博鳌海滨旅游区。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
（2015年3月13日至4月11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网 （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
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
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
规划建设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
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
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5年3月12日

一、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积极履行经营者法定

义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遵循自愿、平等、

公平、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不以欺诈牟利，不取不

义之财。

二、真实宣传，正确引导。对商品或服务宣传客

观全面真实，不作虚假、误导宣传。披露信息充分、

实用，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

三、合理定价，明码实价。在经营活动中清晰、

明确、真实地表示价格。明折明扣，规范促销。不掺

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不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不搞价格欺诈、虚假促销。

四、规范合同，公平交易。坚持平等订立协议，

文字明确通俗易懂，忠实履约。公平交易、有序竞

争，不以不正当经营手段破坏旅游市场秩序和损害

消费者合法利益。

五、保证质量，消费安全。确保商品和服务质量

符合标准，确保旅游安全，让消费者舒心、安心、放

心。发现商品或服务缺陷，及时告知消费者，并召回

相应商品，采取必要补救措施。

六、化解纠纷，及时公正。认真听取消费者意见

和建议，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主动承担责任，公正

解决消费争议，满足消费者合理要求。

七、尊重人格，保护隐私。平等对待消费者，不

因个人身份或特征厚此薄彼。合理采集消费者个人

信息，保护消费者隐私。

八、维护国家利益，尊重民族习惯。不向游客介

绍和提供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含有民族、种

族、宗教、性别歧视内容，含有淫秽、迷信、赌博和法

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九、强化管理，加强安全保障。加强景区安全管

理，保持景区环境优美，干净卫生；保障游客安全，高

风险项目依法投保责任险。

十、规范服务，塑造品牌。文明热情待客，服务

标准周到。认真征求游客的反馈意见，强化管理，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塑造优良品牌。

承诺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海南海航迎宾馆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

南山文化旅游区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火山口公园

万宁温泉宾馆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海口观澜湖酒店

文笔峰景区

海南奥特莱斯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椰晖旅行社

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

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民间旅行社

三亚东海龙宫美食城

三亚益龙海景渔村

三亚穆斯林回民水果诚信广场

三亚美丽汇商城

2015年3月13日

旅游企业诚信经营承诺书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至，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部分旅游企

业座谈会，共商维护广大游客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会旅游企业一致作出以下公开承诺：

年度盛会 巅峰让利
第6届“万人空巷抢格力”今日火爆开抢！

第六届“万人空巷抢格力”今

日火爆开抢！之前据悉本次3·15
格力空调促销的规模之巨、让利

幅度之大，将会大大超乎消费者

的想象。今早9点，格力空调全省

同步公布价格，力度前所未有，引

发一场万人空巷的抢购狂潮！此

次活动能否再创销售传奇，让人

十分期待。笔者也在第一时间前

往格力专卖店，见证格力空调是

如何让全省人民为之疯狂，万人

空巷。

巅峰让利 火爆开抢！
错过这三天 再苦等一年！

从 13日起，格力在全省范围

内大促三天三夜！经济实惠单冷

小 1匹 1599元起，冷暖变频大一

匹2499元起，单台最高直降2000
元。认筹用户购机再送格力放心

粮一袋，套购买满万元还再加送

时尚大松生活电器！一开年如此

大的优惠力度，看来格力今年依

然坚持要用超实惠的价格、超优

质的产品，让世界名牌格力空调

走入海南的千家万户！许多提前

认筹的客户早早就到格力销售网

点前排队，只为第一时间能够抢

到自己心仪的机型！

蜘蛛侠、超人、美国队长空降
新华南
群侠现身抢格力！

除了在省内影响力重大以

外，万人空巷抢格力的热潮也已

经席卷至超能界！今日起蜘蛛

侠、超人、美国队长、闪电侠等超

能英雄将陆续空降新华南，给广

大客户带来超值豪礼！想要一睹

风采的市民，13日-15日快快到

新华南格力专柜，和超级英雄一

起万人空巷抢格力吧！

服务升级 体验升级
空调市场还将迎来15年最强
“清洗”！

除了价格极具吸引力外，格

力这次也将服务再次提升一个高

度。购买非特价的变频机，可获

赠一张价值 1500元的品质尊享

卡，在原六年包修基础上再延保

四年，十年包修让你无忧。并且

每年 3月还能享受一次免费清洗

保养服务。购买U、i系列还能享

受免高空、免支架、免墙洞的超级

三免服务！如此丰盛的售后服务

套餐，错过这三天，简直要后悔一

年！

除此之外，空调市场还将迎

来15年最强“清洗”。格力专业的

售后服务团队走进各个格力用户

家庭中，免费保养、免费检测、免

费维修，格力服务再次升级！格

力用户只需拨打热线 66752315
进行预约就可以享受这些专属服

务了。

2010年第一届万人空巷抢格
力，史诗级的促销活动横空出世，
史无前例的活动优惠在全省掀起
抢购狂潮，创造了海南空调业的销
售神话，2万台空调3天时间被一
抢而空！整个海南家电市场为之
震撼！

2011年第二届万人空巷抢格
力，巨型重磅促销炸弹再次空投海
南，活动受到海南消费者的高度关
注，空调销量再创新高，格力专卖
店、销售网点被购机客户围得水泄
不通！

2012年第三届万人空巷抢格
力，彻底改变海南消费者夏季买空
调的观念，淡季买空调就选3·15，

3·15买空调就选格力的概念深入
人心！抢购现场几近失控！

2013年第四届万人空巷抢格
力，火爆程度引得海南家电行业竞
相跟风模仿。格力老活动新创意，
携惊天钜惠重装上阵，销量再次刷
新行业纪录，万人空巷抢格力已经
成为家电传奇！

2014年第五届万人空巷抢格
力，春风春雨齐来助阵！海南人民
风雨无阻，在各大格力专卖店专柜
前大排长龙，平均每十秒钟就有一
台格力空调进入海南寻常百姓家。

2015年第六届万人空巷抢格
力，15年仅此三天，疯狂优惠今日
火爆开抢，您准备好了吗？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见习记者缪
影影 罗清锐）今天上午，“圆明重光”圆
明园文化展在省博物院隆重开展。该展
览分“远逝辉煌”“百年沧桑”以及“圆明
重光”三个部分，通过丰富的图文资料、
精致的建筑、新颖的数字多媒体技术以
及珍贵的圆明园馆藏文物，虚实结合地
展示圆明园鼎盛、蒙尘与重华的历程。

据悉，“圆明重光”是圆明园从
2012年起全力打造的文化品牌，旨在
向全世界推广圆明园与中华传统文
化。该展览已分别在德国柏林及俄罗
斯莫斯科、英国利物浦、法国巴黎举行，
均受到了热烈欢迎。

2015年是圆明园罹难155周年，圆
明园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圆明重光”
圆明园文化巡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据北京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
曹宇明介绍，此次展品包括圆明园海晏
堂1：2模型及12生肖兽首复制品、以

“正大光明”为代表的木雕模型、铜鎏金
无量寿佛、云蝠钮葫芦形闲章、中式及
西洋建筑琉璃构件、玉雕圆明园全景图

等。此外，还特别展出数字圆明园研究
的丰硕成果，以全息柜展示万方安和、
谐奇趣、大水法等景观的复原影像，同
时还配合播出数字圆明园影片。

曹宇明表示，“圆明重光”圆明园文化巡
展将使更多的人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和文化。

据悉，这次展览由海南省文体厅、
省教育厅和省社科联主办，展览时间从

3月 12日至 29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该展览还将在海南国际创意港体验中
心设立分会场，同步展出以圆明园为重
点的海淀“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内容。

“圆明重光”圆明园文化展海口开展
展览时间：3月12日至29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把文明生态村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实现绿富美，今年获评全国文明生态村

乐豪村：花香浮动醉乡愁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 符瀚才

雨后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鸟
语花香的村庄显得宁静安详。这里，就
是今年获评全国文明生态村的临高博厚
镇乐豪村。

3月 12日一早，40岁的村民符小
坚就在自家的新房里忙碌着。去年8
月，外出打工近十年的他，拿出全部积
蓄，回村盖了一栋两层半的楼房，如今，
装修已基本完工，他在抓紧安装水表和
自来水管道，以后“希望不会再常年在
外漂泊了”。

“大多年轻人习惯了外出打工，以前

出去了就很少愿意再回来，最多也就是
回县城买房，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村也很
干净，还是回家的感觉更好！”符小坚告
诉记者，乐豪村原是一座拥有近300年
历史的古老村庄，这里祖祖辈辈以传统
农业和近海捕捞为生，由于传统生产方
式的局限，祖、父两代人都曾守在村里过
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凋敝的村庄杂草丛
生，脏乱差的景象让年轻力壮者纷纷外
出，以寻找更好的营生，而农村经济更日
渐萧条。

但毕竟这里曾是故乡啊！符小坚
说，无论外出多久，走了多远，心里总还
惦记着故乡的亲人，还有这片让人熟悉
的海岸线和田洋。逢年过节的时候，符

小坚会和其他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一样，
不顾千里迢迢，想尽办法也要赶回家和
亲人团聚。

2011年，乐豪村开始争创文明生态
村。在博厚镇委、镇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村民小组引进了花卉种植产销龙头企
业，并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
花卉产业，提高村民收入，并逐步优化美
化了村容村貌。

记者在乐豪村看到，修整后的房屋
和水泥硬化的路面，干净整洁，家家户户
庭前屋后种植着三角梅、黄金榕、非洲茉
莉、发财树等景观植物，村委会休闲小广
场周边还种植着菠萝蜜、莲雾、龙眼等果

树，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村民小组长
符石永介绍，乐豪全村88户444人，目
前种植有花卉苗木约25亩，平均亩产值
一万元左右，花卉产业已成为村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渠道。

不仅如此，随着临高旅游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岛内外游客开始关注这个临
海的村庄，优良的生态环境、石料堆砌的
古屋、退潮赶海的生活乐趣、宛如图画的
庭院，使其成为最佳的乡村休闲旅游驿
站，于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村文化室、环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得以
进一步完善。

“现在外出回乡的年轻人都有一个
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整个村庄变得舒

适、美丽和整洁了！越来越多的人想重
回到故乡，不愿在外漂泊了。”乐豪村党
支部书记王建威说，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花卉业和乡村旅游业，对于乐豪村
而言，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方面，花卉
种植美化了村容村貌，让村民居住环境
更加舒适；另一方面，花卉带动的产业和
旅游经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并进一步
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目前，乐豪村还以道路为界规划设
计了休闲区、农家乐和生活区等，以发展
庭院经济、休闲旅游为特色，致力打造富
有浓郁乡土情调和临海特色的新型文明
生态村，让乡土生活更美，更值得留恋。

（本报临城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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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气温回升
16日最高温将至30℃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庄
国鹏 郑艳）受冷弱空气影响，近日海南岛大部分
地区雨水光临，气温下降，预计13日起，冷空气影
响减弱，气温逐日回升。

据监测，11日夜间开始，受西路冷空气补充影
响，海南岛全岛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北部和
东部地区普降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余地区
出现小阵雨，最大降水量万宁万城镇为52.8mm。

12日白天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最高气温
明显下降，北部地区18℃—20℃，与11日相比降
幅达6℃—8℃，中部和东部地区20℃—22℃，降
幅为4℃—6℃，五指山以南地区最高气温较昨日
基本持平为27℃—29℃。

省气象台预计，13日开始冷空气势力明显减
弱，全岛天气转好，气温逐日回升。16日全岛大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0℃以上。

海口已完成农地承包权
确权近14万亩

本报海口3月 12日讯（记者单憬
岗）记者10日从海口市农业局获悉，海
口市自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试点工作开展以来，4个试点镇共完
成确权面积138310亩。

据海口市农业局负责人介绍，4个
试点镇共签订合同、建立登记簿、建立档
案各 11405 份（本、宗），完成率均为
97.8％；发放经营权证10111本，完成率
达96.6％。全市共调查统计“三过（期限
过长、面积过大、租金过低）问题445宗，
清理441宗，完成率99％。4个区均成
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所有镇
均成立了流转服务中心，所有村委会均
成立了流转服务站，形成了区、镇、村三
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网络。

围绕边界不清、私下流转土地、“三
过”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各试点镇分
别成立了矛盾纠纷调处专门工作小组，
妥善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如龙桥镇玉良
村梁某和王某的承包地因地界闹纠纷
16年，通过本次试点妥善调处最终得以
有效解决。全市共调处各类纠纷168
宗，面积1641亩。

省民政厅部署清明节工作

倡导文明低碳祭扫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范南虹 通讯员王

剑）清明又临近。3月11日，省民政厅发出《关于做
好2015年清明节工作的通知》，倡导在追思逝者、缅
怀先烈的同时，要践行文明低碳祭拜扫墓新风尚。

《通知》要求，各市县民政部门要开展以“文明
低碳祭扫”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积极推行家庭追思
会、网络祭扫、鲜花祭扫、踏青遥祭等文明低碳的
现代祭扫方式，树立移风易俗的清明祭扫新风
尚。同时，注重弘扬烈士精神，充分利用各类烈士
纪念设施，通过敬献花篮花圈、植树披绿、追忆烈
士事迹等祭奠形式来缅怀烈士，继承烈士遗志，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清明节安全防护，特别是有大型公墓的市
县，要把维护祭扫场所秩序、杜绝火灾隐患、严防交
通事故和拥堵踩踏事件作为重点工作，实行24小
时双岗值班；要根据事件性质及可能发生的事故，
建立清明节应急保障机制。同时，要提前开展清明
祭扫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要加强交通疏导，协
调有关部门增开祭扫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
间，增加临时性停车场所，及时疏导集中祭扫服务
场所的周边交通，完善疏散路线和引导标识，引导
群众错峰祭扫，必要时可采取分流或限流措施。

据了解，今年清明节，我省还将设立观察点，
其中2个国家级观察点，海口颜春岭安乐园公墓
和三亚市荔仙园公墓；8个省级观察点：海口市吉
荫贤公墓、富山公墓，三亚市宝平山公墓，儋州市
蒌青岭公墓，文昌市卧龙岭公墓，万宁市福地山公
墓，东方市马岭公墓和澄迈县海福陵园。通过观
察点密切监督是否实行文明祭扫、低碳祭扫以及
确保清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