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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关于进行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年度认证的通告
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为按时完成我省2015年度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
证工作，维护社保基金安全，从而切实保障广大参保人的切身权益，
根据人社部及我省有关规定，现将认证工作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今年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年度认证时间为2015年
3月1日至6月30日。从8月1日起，全省社保经办机构将暂停发放
未认证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为避免因暂停发放而影响离退休
人员的基本生活，请离退休人员在认证期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居
住地就近的社区或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认证手续。行动不便的高龄或
病重的离退休人员需要提供上门认证服务的，请向属地社保经办机
构提出申请。咨询电话：65370946、65371010。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5年3月18日

海南黄花梨木拍卖公告（第951期）

经定安县财政局批准，受定安县翰林初级中学委托，定于
2015年4月8日上午10:00时在海口公开拍卖：

海南黄花梨木材：主杆（1段，检尺长 174cm，检尺全径
33.5cm，心格检尺径23cm）、主枝（3段，检尺长分别为379cm、
352cm、178cm，检尺全径分别为24.5cm、14.2cm、17cm；心格
检尺径分别为13.2cm、8.2cm、6.7cm）。参考价90万元，竞买保
证金3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4月7日，展示地
点：定安县翰林初级中学，展示联系人：张老师（电话：
13178937011）。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4月7日下午16:00
时前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人：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龙昆北
路30号宏源大厦十二层；电话：（0898）66753060、66753061；
联系人：李先生、吴先生。

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告
（2015）第56号

受委托，现通过公开市场方式转让以下标的，有意者请在公
告期内持相关资料、证明办理登记手续，以便安排商务谈判。标的
公告期均为10个工作日，公告期自登报之日起计算。
标的１：海口市面前坡钟山公寓6层F6房（建筑面积：129.73平方

米，用途：住宅，交易编号：SW2015R0207-2-01）。
标的２：三亚市河东区港门上村一路五巷11号（建筑面积：948.92
平方米，用途：住宅，交易编号：SW2015R0208-2-01）。

联系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82号广州联合交易园区广交所综
合交易大楼

联系电话:（020）89160912
标的详情和办理登记所须提交的文件、证明等资料清单及参考格

式的下载，请登录本所网站，网址:http://www.gemas.com.cn。
2015年3月19日

公告
海南海外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天骄旅行社有限公司、海

南奥林匹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逍遥管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泰华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南银炬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述6家公司不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我委下达责令限期
整改通知书（见2014年11月21日《海南日报》第B02版公告）后，
至今仍未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拟对以上6家公司给予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
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的
规定，以上6家公司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以上6家公司符合听证条件，可以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申请听证，逾
期视为放弃该权利。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5339276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5年3月1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分别进行处置，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财务状况，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本公告有效期为3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56228、68623068。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ixinmin@cinda.com.cn;huangzimin@cinda.com.cn。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上资产
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序号

1

2

3

资产名称

海南五指山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新宏基房地产发展公司

（2000）琼 高 法 执 提 字 第
168-3号《民事裁定书》项下
权益(海口橘海贸易总公司
抵债资产—三亚市红沙镇芒
枝村B6幢别墅）

资产种类

债权

债权

房产权益

截至2015年2月28日
债权总额/抵债金额

10415.71

26085.15

110.78

所在地

海口市

海口市

三亚市

资产（包）基本情况

海南亚创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五指山林业化工有限公司、昌宁县
盛欣林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和刘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位于五指山
和琼中的29896.30亩林权设置抵押，其中21022.58亩被划为海南
省生态公益林；重复发证给当地农民的林权地面积共计562.46亩；
已发证给债务人，但与当地农民存在权属争议的林地面积共计
241.89亩。部分抵押物被广西省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该债权
已经诉讼但尚未判决。
该债权已经诉讼，目前终结执行。债权具体数额以法院裁决为主。
该项目取得方式是法院裁定，抵债金额110.78万元；位于三亚市榆亚
大道，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交通条件较好，地理位置一般。该项
目已办房屋所有权，证号：三集房证字第627号；所有权人：海口桔海贸
易总公司；建筑面积：682.56平方米；没有过户到我分公司名下；无土
地证。该项目为混合结构，总高4层，楼梯房，南北朝向。该项目建成
时间为1995年，维修保养稍差；设计用途为宾馆。目前闲置

联系人

刘先生
蒋先生

刘先生
胡先生

联系电话

68667384

68666457

68667384

68650464

邮箱

liuxiaodan@cinda.com.cn；
jiangzhengliu@cinda.com.cn

liuxiaodan@cinda.com.cn;
huke@cinda.com.cn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王曼专

每天凌晨3点多，澄迈县桥头镇60
岁的王美和起床穿衣，拿上扫帚推车出
门，按包分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清扫，她把收集来的垃圾用
小车推运到集中点装车，儿子朱祥胜再把
垃圾车开到老城的垃圾发电厂进行处理。

“以前有老伴陪我一起干活，忙点
苦点也熬过啦，现在他病了不能干了，
我得顶他的位置继续干。”王美和说。

一家四人上街扫垃圾

早些年，桥头镇没有保洁队，街道上
的垃圾无人管理，每到夏天，闷臭的垃圾
引来苍蝇、老鼠无数，街道环境肮脏不堪。

1994年的一天，桥头镇居民朱绵堂
有了一个想法：自己组织一个保洁队，给
全镇清扫垃圾。

可扫垃圾的费用从哪里来呢？家贫
如洗的朱绵堂发了好几天的愁，最终鼓
起勇气敲开小镇每家商铺的大门，向他
们提出一个要求：自己志愿清扫小镇的
街道垃圾，希望每家每户能出一些清扫
费，用来聘请人员。

“当时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最后陆续
收了一千来元，总算凑够了买工具和雇
人的钱。”朱绵堂回忆说，扫垃圾在很多

人看来，是项又苦又累的重活，最后根本
找不到人，他只好叫上妻子、妹夫和儿
子，一家四人齐上阵。

这一扫，就扫到了2009年。15年
间，朱明堂夫妇风雨无阻，每天凌晨3点
多就起床去扫垃圾，大儿子和妹夫最终
没法坚持干这项艰苦的工作，辞工干别
的活儿去了。

老伴病倒她顶上

为了节省费用，朱绵堂同时干司机
和清洁工两项工作。2009年7月的一
天，朱绵堂在开车运送垃圾时，突发脑溢
血倒在方向盘上，头被撞出血，虽被及时
送到医院抢救，但落下了后遗症。

朱绵堂不能开车了，可保洁工作还
得继续干下去！王美和只好把二儿子朱

祥胜劝过来顶上司机岗位，自己带着保
洁队继续清扫下去。

“苦累都不怕，可就怕没人理解我们
的辛苦。”王美和回忆说，由于要每月收取
清扫费，有些居民不理解他们的工作，冷
嘲热讽，每个月10元的清扫费也是一拖
再拖，有些刁难者还故意把垃圾倒在垃圾
桶外面，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人员的缺乏
也让朱绵堂和王美和夫妻发愁。微薄的
工资根本请不到年轻人，无奈只好请了两
位老人一起来清扫垃圾。

多年辛苦感动街坊

从1994年收第一笔垃圾清扫费用
起，朱绵堂把从每家每户收到的钱都记
账在本子上。最初那几年，大家觉得每
个月200元的工资实在太少了，要求朱

绵堂将工资加到250元。
朱绵堂听了大家的要求，默默不语，

他把记账的本子拿出来，大家一翻，原来
每月全镇才能收到1000多元，除去油
费，每人只能领到200元的工资，就是多
一分也没有了。这事传出去后感动了街
坊们，在朱绵堂夫妻俩的影响下，当地居
民也养成了维护街道卫生的习惯。

2006年，桥头镇政府每个月补贴他
们800元的油料费。2012年，政府接管
了保洁队，给每个保洁员每月提供补贴
1200元，整个保洁队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如今，60岁的王美和还在继续担任
着保洁队队长职务。现在朱绵堂虽然已
不用早起，但他还是习惯在每天凌晨3
点多睁开眼，嘱咐从身边爬起来的老伴
王美和，出去扫街要注意安全，早点干完
活回家。 （本报金江3月18日电）

澄迈一对夫妇不计报酬，21年坚持清扫街道——

起早贪黑换来洁净桥头镇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见习记者罗清锐 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周松帝）海南廉政网今日发布消息
称，日前，屯昌县纪委对屯昌县屯城镇财政所会计
刘彩霞，屯城镇三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伍
长杰，三发村党支部委员刘献标违纪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经查，刘彩霞在负责三发村委会代理会计期
间，工作失职，致使三发村委会多次违规报销餐
费、补贴及学习考察费用。刘彩霞对此负直接责
任，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经查，伍长杰在担任三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期间，三发村委会多次违规报销餐费、补贴
及学习考察费，伍长杰对此负主要领导责任；违反
国家土地管理法规规定，非法占用集体农用地。
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经查，刘献标在担任三发村党支部委员兼村
委会报账员期间，工作失职，致使三发村委会多次
违规报销餐费、补贴及学习考察费。刘献标对此
负直接责任，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参照《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屯昌县纪委
常委会、县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刘
彩霞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屯
昌县纪委决定给予伍长杰、刘献标党内警告处分。

屯昌3名干部被处分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刘贡）
海口市环境保护局近日发出通告，征集
和寻找对环境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以加大公众参与环保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深入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凡申报并获得一等奖的单位或
个人可获万元奖励。

据了解，今年海口环境保护奖励申
报条件为，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作出
重大发明或提出重要建议，采纳后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显著的；对海
口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
护科学、法律知识，成效显著的；为海口
研究、推广、引进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提
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推行清洁生产以及
建设环境保护示范项目，成效显著的；为
海口争取或引进环境建设资金，拓宽环
境保护资金渠道，成效显著的；举报、查
处破坏生态或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及污
染事故，贡献突出的；为海口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

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民间公益
组织和个人，可在4月12日前到市环境
保护局领取申报表或登录海口市环境保
护局门户网站（www.hkhbj.gov.cn）下
载，并按有关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海口征寻环保达人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杨文瑞 李凡）2015第六届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即将开赛，省气象台
预测，赛事前期天气总体较好，中期受强
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地区有雨，后期多云。

21日—23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本
岛四周近海天气总体较好；24日—26
日，受较强冷空气补充影响，琼州海峡、
本岛东部和南部近海有小到中雨、局地
大雨，西部近海有小阵雨；27日—28日，
本岛四周近海转为多云天气。

风力方面，本岛四周近海，21日—
23日，以3—8m/s的偏东风为主；24日
—25日，东北风8—13m/s；26日，东北
风7—10m/s；27日—28日，东到东南风
5—8m/s。

环岛大帆船赛
中期有雨

本报老城3月18日电（记者孙慧）
澄迈县盈滨半岛以环境优美吸引人，
但近日该地一家饲料厂因噪音和臭味
超标，给周边居民带来困扰，遭到投
诉。记者今天从澄迈老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获悉，考虑到盈滨半岛区
域发展的需要，该饲料厂已不符合区
域规划要求，管委会已为该厂重新选

址，启动该地块的征地及搬迁工作。
据了解，海南永安正大饲料有限

公司是一家20多年的老企业，因生产
设备老化，该企业噪声及臭气污染状
况日益严重。从 2013 年 11月至今，
澄迈县环保部门陆续向该厂下达噪音
超标限期治理、臭气限期治理等决定
书。今年1月，因限期治理期限届满

后，该厂在未安装臭气治理设施，也未
出示臭气达标监测报告的情况下，擅
自开工生产，澄迈国土局对该厂下达
《查封决定书》，并查封该厂虾料生产
线。

在环保部门督促下，该厂分别于
2014年10月及2015年3月完成了噪声
及臭气的治理工作。3月16日，澄迈国

土局对该厂下达《废气治理设施开机调
试的意见》，同意废气治理设备调试时
间从2015年3月17日起，调试期限为
42天。其中设备调试工作要严格按照
相关技术规程进行，并掌控好调试时
段，禁止在（19：00-次日7：00）时段开
机调试，以避免扰民。

《意见》还要求，在设备调试期间，
根据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该厂要完成噪
音、臭气等相关污染治理工作，并要通
过相关单位验收监测，如还存在超标排
放现象，将责令停止全部生产。

老城整治环境拟搬迁饲料厂

■ 本报记者 马珂 特约记者 汪传喜

3月17日海南日报A06版刊发了
《一男子被钢筋刺穿身体 消防成功解
救》一文，文中男子黄某不慎从离地6
米处坠落，被1.45米钢筋刺穿身体，海
口消防长堤中队成功将其救下，并移

交现场120医护人员进行救治。昨晚
12点，耗时7个小时，动用海口市人民
医院10个科室和海口市消防支队的
联合救治宣告成功！今天上午，黄某
奇迹生还。

“急救车送来的时候，钢筋从腰
腹部刺进，从脖颈处穿出，整个钢筋
大约 1.45 米，在黄某体内的约 65 厘
米长！”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刘玉仁回忆接诊时的情景。

钢筋怎么取？内脏有没有受损？

取出钢筋时会不会造成大出血？一旦
大出血怎么救治？取钢筋的力度是多
少？摆在医生面前的每一个问题，都关
乎黄某性命。

急诊科、麻醉科、手术室、心胸外科、
肝胆外科、胃肠外科……海口市人民医
院在最短时间内集结了院内10个科室，
会同海口市消防支队，制定抢救方案。
最终，医生决定分段，徒手取出钢筋。

“10 个科室全部到位，每个科室
负责患者一个部位，随时应付突发

情况。”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
科主任白树堂介绍，“为了防止取
出钢筋时，钢筋头部的锐利伤到患
者内脏，我们甚至用锉刀将钢筋头
部磨圆滑了，才开始取钢筋。”

“1 厘米……5 厘米……10 厘米
……别急别急，先把胸肺部的问题解决
了！”刘玉仁与一名消防官兵，豆大的汗
顺着脸颊滑，双手稳稳地托住钢筋，一
点点往外拉。

颈部伤处理好了、胸部伤处理好
了、腹部伤处理好了……7个小时过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终于结束了！

“多亏了医院和消防官兵的救
助！”今天上午，得知黄某已经苏醒，在
重症监护室外的工友们，不禁发出了
感慨！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1.45米钢筋穿过男子体内，医院、消防联手成功救治

7小时，向死神要人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吴小君）今天凌晨5时许，一名涉嫌在广西杀人潜
逃十年的男子，在粤海铁路北港码头被抓获。

当天，海口铁路公安处民警在客运楼安检
口开展勤务工作，对准备乘船前往海南的旅客
进行例行检查。此时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
排在准备接受安检的队伍旅客中，不时探出头
来偷望民警，神色可疑，民警立即上前盘问。

经查，该男子为网上逃犯覃某（男，31岁，广西
柳江县人），其于2005年2月10日晚，涉嫌与他人
打架，造成一人重伤，一人抢救无效死亡，覃某被广
西柳江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进行网上通缉。

目前，案件正等待进一步交接。

广西杀人潜逃十年
海口民警将其抓获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周泓林）今天下午，光耀国际教育机构吴铭峰代表
该机构向我省残疾人基金会捐赠50万元善款。

吴铭峰表示，希望通过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这个平台，在海南这块土壤播下善的种子。海南
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符永说，省残疾人基金会
将把每一份捐助用在残疾人急需之处。

我省残疾人基金会
获捐50万元

新闻 追踪

危险！
马路上演摩托“特技”

近日，在三亚火车站广场前的育秀
路上，一位青年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
时，左腿跪在驾驶座上，将右腿高高翘
起，玩起了“特技”，虽过程仅有短短数
秒，但看了不禁让人心惊。

三亚交警提醒，交通安全不可儿
戏，这种“玩特技”的骑车方式容易使车
辆失控，引发交通事故。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
谢振安）今天下午5时许，儋州和庆镇一橡胶加工厂工
人在清理橡胶废水池时发生事故，事故造成3死1伤。

事故发生后，儋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当即
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者，妥善做好现场处置
及善后工作。市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
场，组织开展抢救，慰问安抚家属。儋州市还立即
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安监、公安、消防、卫生、国
土、和庆镇等相关单位组成的事故处置领导小组，
对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理等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据了解，受伤者经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无
生命危险。目前，该公司法人已被警方控制，事故
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儋州和庆镇一橡胶厂
发生事故3死1伤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