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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省三亚监狱（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吉

阳大道53号）。
二、招标项目：副食品、蔬菜、面粉。
三、报名条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固定经营场所，工商、税务

等执照证件齐全。
四、招标及报名时间：招标会定于 2015年3月20日上午9时在

海南省三亚监狱会议室进行。请申请人于登报之日起至2015年3
月19日17时30分到海南省三亚监狱监察科报名，报名时请携带招
标书、招标报价表、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法人身份证
等原件、复印件。

联系人：周奕
电 话：31809699

招标公告
招标人：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整理中心。代理机构：

海南正投项目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工程概况：陵水县英州镇廖次
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监理标）位于英州镇，建设规模 13163亩。
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资质
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乙
级（含乙级）以上资质的监理单位；项目总监须具备水利（水工建
筑）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与项目总监岗位证。招标文件的获
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3月13日 至 19日（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持单位介绍信前往海口市海府一横路燕海
大厦801室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份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上发布。联系人：曾工13976119860

文昌诒喜实业有限公司的金港湾产权酒店项目位于文城镇文建路西
侧，属《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现向我局申请太阳能面积补偿。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4999.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340.01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12559.11平方米，容积率2.512，建筑密度38.25%，绿地率32%，停车位
83个。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 336平方米，申请补偿建筑面积
59.19平方米，补偿后计容建筑面积12499.92平方米，容积率2.5，符合规划要
求。根据《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行办法》，
符合要求。为进一步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拟按程序对该项目太阳能补
偿面积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15年 3月 13日至 3月 22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规划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
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规划局规划报建股，邮政编码
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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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曾祥根。

文昌市规划局
2015年3月13日

文 昌 市 规 划 局
金港湾产权酒店项目太阳能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配电工程施工招标已于

2015年03月 12日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

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莱芜市天达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和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湘电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为 2015年 03月 13日至03月17日。公示期

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异议，可向万宁市纪委监察局

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2223310。

中标公示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3)海中法拍委字第31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
于三亚市河西区三亚湾路兰海花园二期2#楼(逐浪阁)1单元10A房，建
筑面积为130.90平方米房产（证号：三土房[2006]字第4817号）。参考

价：274.9579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1、拍卖时间：2015年4月3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

道59号正昊大厦22G；3、标的展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3月31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3月31日17：00
前，以款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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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海中法拍委字第

31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

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55961 13036099114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卫小
林 通讯员肖萍萍）今天是我国第37届
植树节，海南中粮可口可乐携手海口市
秀英区园林局开展了植树活动，参与到
了添绿、爱绿、护绿的队伍之中，为共建
绿色家园添砖加瓦。

上午9时许，海南中粮可口可乐的红
色大巴车就载着该公司近50名爱心志
愿者来到了海口南港码头。虽然天空下
着细雨，海边冷风飕飕，但志愿者们却热
情高涨，携手军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
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全情投入到了植树
活动中来。海南中粮可口可乐连年参
与植树活动，旨在通过自身的努力，让
更多人关注绿化，关注生态环境，凝聚
更多力量为海南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添绿爱绿护绿
共建美好家园
海南中粮可口可乐参与植树活动

本报那大3月12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刘月梅 王畅）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院门
户网站已于3月5日正式开通，并在全省法院率先
开通了“12368”诉讼服务热线，司法公开、便民利民
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介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户网站
（www.hnezy.gov.cn）开辟了诉讼指南、审务
公开、审执动态、法院公告、裁判文书等在内的13
个板块。依托网站，省二中院搭建的网上诉讼服
务平台，具备网上立案、网上信访、预约查档阅
卷、材料收转、证据交换、判后答疑、预约法官、预
约旁听庭审、案件审理进度查询、公告送达、司法
委托、在线咨询等十二大功能，群众足不出户就能
方便快捷地办理各类诉讼事项以及向院长投诉反
映问题。

同日开通的“12368”诉讼服务热线，具有案件
查询、联系法官、法律咨询、投诉举报、意见建议等五
项服务功能。该热线24小时开通，全方位、高效率
为群众提供司法服务。

另据介绍，为进一步拓宽信访渠道，该院开
通了全国四级法院联网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
依托这个系统，申诉信访人可以在当地基层法
院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省高
院、省二中院表达诉求，无需再舟车劳顿往上级
法院跑。

海南二中院
司法公开有新招
门户网站、诉讼服务热线、远程视频
接访系统均已开通

本报椰林3月12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黄艳艳 陈思国）植树节前
夕，陵水黎族自治县3月11日组织干

部职工群众近500人，在该县三才镇
开展了植树节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据了解，义务植树活动种植的树

木为非洲楝，这种树木不仅存活率高，
而且具有观赏价值，种植路段约两公
里长，共300余株。

此外，还将举办陵水碳汇专项基
金募捐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参与
捐款，为保护环境奉献一片爱心。

保护环境 募捐基金献份爱

本报五指山3月 12日电 （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王国军）今天，五指山
市四套班子领导、市林业系统全体干
部职工以及水满乡干部职工齐聚五指
山水满乡黎峒文化园，一起植树，绿化

五指山。
据介绍，此次种植的树苗以重阳

木、火焰树、花梨木、沉香、小叶榄仁等
本地乡土树种为主。植树节当天干部
职工植树1000余棵。

五指山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生
态保护，近年来，该市持续推进“绿化
宝岛”行动，仅2014年新增造林绿化
面积约4231亩，同时安排生态效益补
偿直补农民2000万元，全市受益农民
近6万人。据统计，该市现有森林面积
14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以上，
位居全省前列。

植树绿化 乡土树种唱主角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陈志强 通讯员苏小婷）今
天，西线高速公路白沙邦溪镇出口附近，
近两公里长的道路两旁人头攒动，300
多名白沙机关干部冒着绵绵细雨在这里
义务植树造林。

据了解，白沙今年计划造林15000
亩。今天的植树活动是白沙“绿化宝岛”
大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对邦溪
至琼中什运段近百公里的道路进行绿化
美化，打造具有白沙特色的南国绿道。

义务植树造林
打造南国绿道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的乡村公路两侧，去年种上了漂亮的小叶榄仁，令这个美丽乡村成为许多骑行爱好者向往的乐园。
据了解，2014年，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植树造林20万亩，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一流。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3月12日，海口市秀英区组织区
机关干部职工、驻区部队官兵等500
多人在滨海大道西延线南港码头开展
以“低碳绿色，美丽海口”为主题的植
树活动，掀起新一轮的群众性义务植
树活动高潮。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陈创淼 摄

本报文城3月12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黄兹志）今天，文昌市500
多名机关干部群众来到滨海旅游公路
龙昌段，种下800株椰树，为文昌市灾
后生态林木的恢复做出积极努力。同
时，文昌市还在全市17个镇场开展全
民植树活动，通过推进绿化宝岛大行
动，力求灾后生态早日恢复。

在去年两次台风中，文昌的生态
植被遭受严重破坏。通过大力提倡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同时结合绿化宝岛
大行动，做好受灾地区损毁林地的生
态修复，文昌市计划今年全年造林面
积6.2万亩。

据了解，在村庄绿化过程中，文昌
市政府还将无偿提供珍贵乡土树种、

果树给予种植，发动群众利用房前屋
后、自家庭院“见缝插绿”，种植椰子
树、槟榔、菠萝蜜等果树。此外，通过
政府无偿提供椰苗，企业负责村庄的
椰苗种植、管护的做法，将在全市范围
大面积种植椰子树。

在生态经济兼用林造林的种植
上，文昌市重点发动造林大户抓紧采
伐风折木，利用雨季及时造林，主要种
植橡胶、相思、木麻黄、松树、椰子等树
种，辐射推动全市造林。

全民植树 力争生态早恢复

本报八所3月12日电（记者黄能
特约记者高智）“这一株株花梨都是老百
姓的‘绿色银行’。”东方市大田镇马龙村
村民吴春莲告诉记者，马龙村已种植花
梨树12万株，成为全村致富的重要产业。

在东方市，像马龙村这样的“花梨
村”还有很多。东方市林业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该市通过免费为农户发
放珍贵树种苗木，建设生态文明花梨示
范镇、示范村和万亩黄花梨文化公园，全
力打造“花梨之乡”品牌。

2010年到2014年，东方市共发放花
梨苗木900多万株、沉香苗120多万株。

5年发放花梨苗木
900多万株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见习记者王玉洁）记者
从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获悉，截止2014年底，全省
18个市县（除三沙市外）全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
新标准完成城市（镇）环境空气自动站的升级改造
和数据联网，已建成52个空气自动站，初步形成
覆盖全省县城以上城市（镇）、重点旅游度假景区
和重点工业园区的“三位一体”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网络。

据介绍，2014 年，全省共投入 9293 万元加
大环境空气自动站建设，其中洋浦、东方和老城
三大工业园区环境空气质量预警监测站基本建
成，重点旅游度假景区空气自动站建设取得突
破进展。

我省初步形成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站全覆盖

白沙

东方

海口

本报陵城3月12日电（见习记者
周晓梦）“海棠、椰子树、黄槿加上木麻
黄，这么多树种在一起，以后台风来了
也不怕了！”特意从陵城赶到英州镇种
树的陵水市民杨克仁一边为刚种下的
海棠树苗培土，一边说。

今天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数
百名义务植树的志愿者种下了2000多
株海棠树苗，为海防林添新绿。海南省

绿委办负责人介绍，今天是第37个植
树节，义务植树活动在全省多个地方同
时举行，共有数万名群众参与植树活
动，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绿色崛起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自我省开展绿化宝岛大行动
以来，取得的成果之一。据省林业厅副
厅长王春东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共造
林绿化面积135.8万亩，全省的森林面

积达到3172万亩，森林覆盖率61.5%，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据了解，绿化宝岛大行动实施4年
来成果斐然。去年我省坚定不移地推
进绿化宝岛大行动，新开工建设森林公
园4个、城镇公园9个、水上公园3个、观
光果园17个，启动生态文明村建设359
个。全省共完成造林绿化面积20万亩，
占年度10万亩计划的200%。

去年7月，“威马逊”、“海鸥”等台
风连续袭击我省，全省林业损失巨
大，林木折损面积达到了233万亩，经
济损失约 35.15 亿元，其中绿化宝岛
大行动以来新增造林损毁 21 万亩。
面对自然灾害，省林业部门制定台风
灾后绿化宝岛大行动生态恢复实施方
案和古树名木抢救技术方案，全力开
展抗灾自救，组织抢救受灾倒伏树木

51.5万株，文昌市和岛东林场先后两
次开展大规模灾后植树造林，目前已
完成造林7万亩。台风的破坏使绿化
宝岛累计完成面积从156万亩减少到
135万亩，但森林覆盖率仍然稳定在
61.5%以上。

“今年我省将造林20万亩以上，全
面完成绿化宝岛任务，打造真正的绿色
宝岛。”王春东说。

植树节，琼岛数万人挥锹添绿
绿化宝岛大行动实施4年，造林绿化面积达136万亩

本报八所3月12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苏
群 特约记者高智）“现在不管是养母猪还是种粮食
都有国家补贴。这些补贴都集中在一张卡上，去银
行就能领取。”近日，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村民陈明
义高兴地告诉记者。

“一卡通”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实施财税体制
改革服务民生的一项具体举措。在东方市八所镇小
岭村，像陈明义这样持有惠农“一卡通”的农户，有将
近2000户。东方市从2010年实施财政惠农补贴资
金“一卡通”改革以来，经过几年的完善，全市惠农改
革事项已增加至36项，涵盖了农业、林业、民政和社
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截至2014年12月底，东方市

“一卡通”基础信息采集人数达 115859 人，发卡
110962张，补贴对象113万人次，发放金额45773
万元。

东方已发放
“一卡通”11万张

文昌

陵水

五指山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单憬
岗 周晓梦 通讯员郭运勇）“种树是一个
市民应尽的义务！”今天上午，正在海口
白沙门公园种树的海口市民江海铭高兴
地说，虽然花了一点钱，但能够为海口的

绿化贡献一点力量，还是很值得的。
“今天有不少市民参与种树，想不

到大家种树的热情这么高！”海口白
沙门公园负责人对记者说，在去年

“威马逊”超强台风中，白沙门公园

90%的树木受损严重，公园防风林基
本毁于一旦。让白沙门公园管理方
头疼的是，绿化重建花费不菲。因此
他们希望在植树节发动市民参与种
树，一方面弥补种植资金的不足，另
一方面普及绿化生态知识。今年植
树节，白沙门公园主要以种植蓝花楹
和大叶紫薇为主，公园管理处可以提

供胸径为8-10厘米的树苗，费用为
每株380元至400元。

今天，海口3500多名市民共种下
2400多棵树，包括海南会展中心西侧
绿地、美舍河带状公园、白沙门公园、
金牛岭公园、和平桥绿地、市社会福利
院、南港路、新坡镇、三门坡镇和三江
镇等10个植树区。

积极响应 3500市民来种树海口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见习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张惠 王珊）近日，海南检验检疫局12365举报处
置指挥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指挥中心的建成标
志着海南检验检疫局12365系统建设迈上新台阶，
为12365热线充分发挥“为民服务”窗口和检企沟通
桥梁的作用打下坚实基础。

新建成的12365举报处置指挥中心位于海南检
验检疫局办公大楼内，配备了指挥系统、单兵系统和
人工接听坐席，并已与国家质检总局12365系统信
息化平台成功联网，进入试运行阶段。

海南检验检疫局
12365举报热线试运行

生态岛 绿色岛

低碳绿色 美丽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