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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建设的澄迈县福山镇长安

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已具备施工、监理招标条件，现拟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
负责人具有中级或以上级职称。投标人于2015年4月7日
至2015年4月9日17时，由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及身份证（省外企业拟派项目负责人须为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中的人员）、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到澄迈县
金江镇金马大道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报名。联系人：林小
姐，联系电话：67629558。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5年4月7日

关于2014年台风“威马逊”公路水毁抢修修复工程项目公开随机选取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一、项目简介

该项目已由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建设
内容为对海口联络线（S81）、海南环岛东线高
速（G98）沿线已损坏的交通安全设施、浆砌片
石边沟、浆砌片石挡土墙、混凝土路肩墙等项
目进行修复。项目计划总投资 681.19 万元，其
中建筑安装工程费计划投资609.19万元。
二、招标代理范围和主要内容

招标代理范围：施工招标。
主要内容：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文

件，组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提供招标前期咨
询、协调合同的签订等业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招标代理费用标准

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计取。

四、报名条件
1、具有国家发改委核发的中央投资项目招

标代理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或建设主管部门
核发的招标代理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2、近 3 年（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内
有过建筑安装工程费1000万元及以上的高等
级公路（新建、改建、大中修）施工招标代理业
绩。
五、报名材料

凡有意参选者，可按《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
于实行交通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随机
选取制度的若干意见》（琼交运公〔2009〕57号）
要求填制《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选取申报表》（可
到 http://www.hainanjt.gov.cn 或 http://www.

higlj.com网站下载）。
六、材料递交时间和地点

递交时间：2015 年 4 月 7 日至 2015 年 4
月 9 日，上午 8：30 至 11：30，下午 15：00 至
17：30（节假日正常上班）。

递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
速公路大楼副楼 8 楼海南高速公路东线建设
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69189
18689978182

联系人：方女士 陈先生

海南高速公路东线建设有限公司
2015年4月7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5年4月15日上午9时30分对以下标的

物依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以电子竞价方式
进行公开拍卖，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口市金茂西路1号富丽花园文景阁12
楼房产一套。

二、特别提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4月13日17:00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万元整（保证金不计息）, 并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预展时间：2015年4 月7日-2015年4月13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15035709225（张女士）18835162568（张先生）

0351-2362070 15835112440（闫女士）
山西博奥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4月7日

为适应新媒体发展，延伸共青团基本职能的工作触角，

共青团海南省委决定组建海南青年新媒体中心。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中心副主任1名，网络策划部长1名、网络联络

部长1名，技术保障部1名。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报名

时间：2015年 4月 1日—4月 20日。详情请登陆海南共青

团网站（http://www.hngqt.cn/）和关注团省委官方微信公众

号（海南共青团）。联系电话：0898-65337207。

共青团海南省委
关于海南青年新媒体中心人员

招聘公告

公 告
丰城市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在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与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4年11月26日上午10：00公开举行的联合拍卖会上，以2576万元
的价格竞得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琼州大道东侧珠江太和别墅区项目
中A区的10185.09平方米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19栋别
墅标的。依据你我双方签订的“竞买协议”第六条之内容，你公司应
于 2014年 12月 2日前缴清全部拍卖成交款，但时至今日你公司尚未
按约履行，已造成违约事实，限你公司于 2015年 4月 10日下午 5：00
前缴清全部成交款，否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州穗科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代理海甸五西路雨水排涝工程项目。项目位于美丽沙地块五西
路南侧英利集团用地内，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泵房、配电间、防潮闸、
雨水渠道及相关配套工程等，计划工期为180日历天。投标人资格
要求：施工标：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拟派
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监理标：具备国家水利部颁发的
水利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项目总监具备国家水利部门颁发
的水工建筑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
程监理。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5年4月7日起，在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上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本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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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联系人：柯工66513552（详情请登录
http://www.hkcein.com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

想买几平方米都可以，一块墓地动辄花费上百万元

谁在消费超标“豪华墓”？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
规定，要节约殡葬用地，革除
丧葬陋俗；严格限制公墓墓穴
占地面积。民政部关于贯彻
执行《殡葬管理条例》中几个
具体问题的解释则规定，埋葬
骨灰的单人、双人合葬墓占地
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数
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明确要
求，不得销售超面积、豪华墓
位，各省区市也先后出台相应
的管理办法。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
调查却发现，超面积的墓地并
不少见，花费数百万元的“豪
华墓”也颇为常见。有一些

“豪华墓”是有钱人为了追求
所谓的风水或者单纯“斗富”；
有一些是党员干部违规修建

“豪华墓”，有的存在受贿或贪
污公款问题。

山西一家名为寿仙施孝园的经营性
公墓，其官方网站介绍，该公墓总投资5.8
亿元，位于山西省某国家森林公园内，园
区及周边景区占地近万亩，目标是打造山
西顶尖全国一流的生态陵园。据负责销
售的冯总监介绍，公墓里的一块普通墓地
要两三万元，根据地理位置、风水讲究、设
计理念等不同，好墓地的价格没法说。

一位杜姓工作人员带记者参观，并

介绍了三种已建成的“高端产品”，分别
是占地14.5平方米价格36万元的“庭
院式墓地”、占地至少13平方米价格约
50万元的“单层凉亭式墓地”，以及占
地面积约20平方米价格约60万元的

“双层凉亭式墓地”。

记者看到，“庭院式墓地”由松柏围
出一片空地，墓碑坐落于后，形似一个庭
院，有的松柏外还建有护栏，门口位置放
有大型石雕。“单层凉亭式墓地”分为晚
霞红和青灰两类石材，亭子旁栽有柳
树。“二层凉亭式墓地”两层建筑高约5

米，6根石质亭柱上盘龙雕刻做工精细。
天津北部山区的元宝山庄陵园，工

作人员介绍，墓地每平方米最便宜的价
格是48800元，并且不管国家怎么规
定，“想买几平方米都可以，全算下来一
块墓地花费上百万元也是有的。”

在天津市津南区的天津寝园公墓，销
售人员介绍，有风水比较好的区域，门槛价
格是35万元起，占地3.6平方米。“有的人
想要墓地豪华一些，可以买两块。再加上
墓碑、雕像等，花费小一百万元。”

记者4月1日在位于南京市溧水
区的美人山公墓看到，目前墓园内有两
处超大墓，占地总面积超过260平方
米，购买时售价超过80万元。

“高端产品”占地十多平方米

豪华墓地谁在消费？据记者调
查，一些“土豪”为了“风水好”或者

“斗富”不惜重金修建豪华墓地，一些
党员干部违规修建“豪华墓”，甚至有
贪腐行为。

——老百姓建造豪华墓现象逐渐
抬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
会常务理事陈华文长期进行殡葬方面
的研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基层调
研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
建造豪华墓的现象逐渐抬头，并且有扩

大的趋势。
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建

“豪华墓”攀比之风颇为盛行。一些墓
地系毁山建林兴建，雕栏玉砌，墓前石
雕、配对石狮、雕花石柱等皆是标配，动
辄占地数百平方米甚至数亩，花费几百
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土豪”为求“风水好”。在寿

仙施孝园公墓，销售人员说他们这里
坐北朝南，青山环绕，风水很好，很多
有钱人愿意过来买，客户覆盖太原、
阳泉、榆次、孝义和忻州等地。“他们
图什么？越有钱的人越讲究风水。”
销售人员说。

——党员干部违规修墓。在山西
太原附近一家公墓，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这里的高端客户从一开始就有
官员，有些豪华墓墓碑上没刻名字，

“‘当官的’怕让别人知道，名字都不刻
了”。在带领记者参观时，工作人员指
着一处价值36万元的“庭院式墓地”
说，这个刚使用没多久，是山西省某厅
级单位官员家的。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的“豪华墓”

是靠贪腐得来的。今年1月，南京市
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一案公开审
理。检察机关指控，季建业曾以低于
市场价5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某公墓
墓穴用地，占地面积为 150 多平方
米。2014年9月，广东农民林培强在
广州中院受审，其与广东省揭阳市委
原书记陈弘平联手，以“复垦耕地、加
强生态环境整治和道路基础设施建
设”为由，共同贪污350万元公款用于

“造阴宅、求风水”。

三类人群消费“豪华墓”

《殡葬管理条例》已经出台近20
年，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律法
规和管理办法。以天津为例，在国家政
策出台之后，天津也出台了《天津市殡
葬管理条例》及相应的实施办法。但这
么多年过去了，为何明显违反法律法规
的“豪华墓”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执法力量不足。天津市殡葬
事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豪华
墓”多地“开花”，但殡葬管理部门行政
执法力量不足，以有限的人手监督检查

数量庞大的墓地经营主体，力不从心，
甚至不排除一些地方“一个机构两块牌
子”，墓地经营者和行政主管部门本就
是“穿一条裤子”，更别说承担起监督查
处的职责了。

——相关规定不明确。目前，对于
现有的“豪华墓”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
规定，对修建“豪华墓”的个人和公墓管

理方应怎样处罚也没有详细的规定。
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4月1
日表示，已经向美人山墓园下达整改通
知书，要求对两处超标大墓尽快整改。

“毕竟墓穴不可能像违建，说拆就拆了，
整改方案还需要和墓主家属进行沟通
才能最后敲定。”

如何清理整治“豪华墓”？陈华文

建议，要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在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探
索制度化监督体制建设。同时，对于违
反规定的个人和公墓管理方，要有明确
的处罚规定，让法律法规真正“长出牙
齿”。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
义则重点提出，中央对“豪华墓”明令禁
止，对于党员干部违反规定的，要从严

从重处理。“党员干部身份特殊，对社会
的影响比较大，可以把对党员干部的殡
葬事务列入申报事项，切实保证有关规
定贯彻落实。”

另外，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
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协常委万
建中说，建设“豪华墓”反映了一种丧葬
习俗和文化，应该多做工作，逐步形成
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的殡葬新风。

记者翟永冠、刘怀丕、王珏玢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豪华墓”为何管不好？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樊
曦）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4月6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00
万，预计加开旅客列车348列，其中跨
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46列，铁路局
管内旅客列车302列。

4月5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738.3
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其中，北
京铁路局发送旅客76万人次。上海铁
路局发送旅客150.5万人次。广铁集
团发送旅客11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
车268列，其中跨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
车31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236列。

从余票情况看，北京去往天津、上
海、郑州、济南、沈阳等方向有余票；西

安去往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有余票；
济南去往上海、广州、长沙、郑州等方向
有余票；武汉去往上海、成都、长沙、贵
阳、襄阳等方向有余票；呼和浩特去往
北京、石家庄、郑州、西安、沈阳等方向
有余票；沈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
尔滨等方向有余票；南昌去往广州、上
海、成都、昆明、西安等方向有余票。

铁路部门提示，目前有部分网购车
票成功的旅客尚未取票，请通过网络或
电话订票的旅客朋友尽早就近换取纸
质车票。客流高峰期间，请旅客朋友携
带车票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
证件，提前到车站办理验票进站手续，
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清明假期最后一天

铁路客流破千万

新华社济南4月6日电（记者王海鹰）记者
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由“行贿日记”牵出
的平原县政协原副主席、财政局原局长宋振兴近
日被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一审
判处有期徒刑14年。

2014年，一本德州商人“行贿日记”在网络曝
光，引起广泛关注。而时任平原县财政局局长的
宋振兴在日记中被提及。

德州市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对举报网文中
涉及的问题逐一调查，最终查实有29名党员干部
被举报问题属实或部分属实。市、县纪委监察局
对其中11名违纪人员作出党纪政纪处理；对17
名违纪情节轻微、收受礼品折合金额较小的党员
干部进行诫勉谈话、批评教育；全部违纪所得均收
缴上交财政。涉嫌犯罪的宋振兴被德州市检察院
依法立案侦查。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至2009年期间，宋
振兴利用担任平原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和
平原县财政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
采取巧立名目、开具假发票等手段套取国家资金，
共贪污公款130.08万元。2007年12月和2014
年3月，因检察机关查账、纪检部门找其谈话，宋
振兴先后两次向县财政局退缴了全部赃款。

2007年中秋至2014年期间，宋振兴利用其
担任平原县财政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购物卡等财物，折合人
民币共计401.51万元。宋振兴受贿所得赃款由
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事实、法定
及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判决宋振兴犯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7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
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

“行贿日记”牵出的
财政局长一审被判14年

4 月 6 日，济南
市民在山东博物馆内
观看明代漕船。

当日是周一，也
是清明节小长假最
后一天，山东博物馆
改变平时周一闭馆
的安排，小长假三天
全部对外免费开放，
吸引大量市民前来
参观。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小长假
走进博物馆

据新华社郑州4月6日专电（记者李亚楠）
河南一名已婚男子谎称单身追求一名女子，并以
夫妻名义同居生子，其后竟将两人所生儿子贩
卖。近日，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
重婚罪，判决这名男子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

泌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泌阳人沈
某某通过QQ认识了在珠海打工的杨某某，以单
身为名追求杨某某，两人见面并同居，杨某某随后
怀孕。

2010年5月2日，杨某某在泌阳县产下一名
男婴，男婴出生三个多月后，沈某某趁杨某某熟睡
之际将男婴抱走以5.6万元的价格卖给湖北一户
人家为子，并向杨某某谎称孩子由别人代养。杨
某某在多次索要孩子未果的情况下，于2014年
10月报案。

目前，这名男婴已被民警成功解救。

河南一男子重婚
贩卖亲生儿获刑6年半

这是位于江苏南京溧水美人山墓园的一处超标大墓，占地总面积约156平方米，购买时总售价约38万元（3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专电（记者卢国强）
北京警方6日介绍，一个在北京多城区流窜、专门
砸车窗盗窃车内财物的职业犯罪团伙被警方抓
获，目前已经破案百余起。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负责人说，今年 3
月16日，在西城区发生一起汽车副驾驶车窗被
砸、车内财物被盗案件。警方现场调查发现，
在被砸汽车后面停放的一辆车上装有行车记
录仪，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警方发现
作案者有3人，作案后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逃离。

3月28日，警方获得线索，3名嫌疑人准备再
次进京作案，警方随即兵分六路，在嫌疑人可能经
过的道路实施堵截，最终在北京市顺义区一商场
门前将刘某、董某、多某等3名嫌疑人抓获，并现
场起获金属尖状物、手电、铁锤、手套等作案工具
及大量手机、现金等赃物。

据3名嫌疑人交代，自2014年 11月以来，
他们分别在北京市西城、朝阳、大兴、顺义等多
个城区作案百余起。目前，3名嫌疑人已被刑事
拘留。

北京破获砸车窗盗窃团伙
五个月作案百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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