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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公 告
关于本院1994年8月与鄂澳建筑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海口星鸿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形成的担保债
务，海南玉中实业有限公司自2005年10月起，以从鄂澳建筑
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合法受让了该笔担保债务衍
生的债权为由，要求本院向该公司支付500万元本金及利
息。为保护正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于2014年11月在
《海南日报》两次刊登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征询异
议公告》，之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海秀支行
等案外人向本院提出异议，主张权利。为正确、合法、及时处
置化解此债务，现将相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海南玉中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说明有关情况，并就从鄂澳建筑
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受让债权的合法性、有效性等
问题，另行提供充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材料。否则，非
经司法程序判决确定本院负有给付义务，本院将拒绝付款。

二、其他利害关系人向本院主张权利，应当向本院提供经
生效司法裁判确认，且本院具有给付义务的有效法律文书等
证明材料。凡与该笔历史担保债务或者本院没有直接法律关
系，且通过不正当手段要求支付款项的单位和个人，如给本院
造成工作干扰和不良影响，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联系人：钟先生、郝先生
电话：0898-65832136/65832132
特此公告

2015年5月25日

海口市法制局关于招聘
市政府专职法律顾问及法律助理的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海口市法制局决定面
向全国公开招聘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
专职法律顾问和法律助理若干名，详情请
登录海口法制信息网（http：//fzj.haikou.
gov.cn）查阅。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海联中学拟建的海口市海联中学教学综合楼工程（施工

标），已于2015年05月25日在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

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齐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冠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祺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2015年 05月 27日至 2015年 05月 29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

话：0898-68724550。

招标人：海口市海联中学

招标代理：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国信招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新埠岛加压泵站及供水管道工程（管网部分）施
工。项目概况：该项目为新埠岛供水管道工程（管网部分）施工。主要新
增新东等四个社区及部分原用户用水，敷设供水管道总长2200米，其中
DN200球墨铸铁管517米，DN200PE拖拉管45米，DN150球墨铸铁
管1189米。招标控制价：3266679.4元；工期：60日历天。资质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业主管部门颁发
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
之日止近三年内完成的 300万元以上的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施工项目
业绩。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
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省外建筑业企
业须具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且业务范围符合
本项目要求的资质。投标报名时间：2015年5月27日；联系方式：张经
理66291231 李工68519119详细内容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查询。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省教育厅审批的民办中等职业
学校及教育培训机构2014年度检查结果的公告

日前，省教育厅对由教育厅审批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及
教育机构进行2014年度检查，现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告。

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一）合格单位：海南文溥职业学校；海南珠江源高级职

业技术学校；海南旅游经济贸易学校。
（二）基本合格单位：海南江南职业技术学校；海南职业

外语旅游学校；海南旅游烹饪技术学校。
（三）不合格单位：海南翻译培训学院；海南实验外国语

学院；海南农工商职业学校；海南现代科技职业学校；海南思
乐职业技术学校；海南凤凰中等职业学校；海南国科园职业
技术学院。

二、民办教育机构
（一）合格单位：海南珠江旅游教育培训中心；海南成功

素质训练中心；海南裕达外语学校；海南英特外语学校。
（二）基本合格单位：海南翻译公司外语培训中心；海南

童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海南省海运学校培训中心；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培训中心海南基地。

（三）不合格单位：海南快乐成长培训中心；海南亿特计
算机培训学校；海南省教育教学信息资源中心；北京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海南培训中心；海南电子科技工程培训中心；海
南海燕艺术中心。

海南省教育厅
2015年5月26日

监理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东方市三家镇三家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报名条件：具备水利工程监理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

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

报名时间及地点：2015年5月28日至6月3日,东方

市二环南路西侧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楼二楼中心办室。

详情请登录：http://dfzwzx.hainan.gov.cn

招 标 人：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25535323 13807506199 杨先生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罗霞）
省“双打”办近日组织省商务、工商、质监
等成员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海口、琼
海、临高、澄迈、定安、文昌等6个市县车
用燃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未发现
油品质量、加油计量等问题，不过部分市
县乡镇地区存在私卖汽油等问题。

在督查中，我省共抽检30批成品油
质量样本、12个加油站计量设备，未发

现油品质量、加油计量等问题。到目前
为止，全省未发生车用燃油市场重大违
法犯罪案件。

不过，部分市县存在的无证照经营、
城乡结合部和乡镇地区私卖汽油等问题
未得到妥善解决，一些市县对加油站、油
品批发企业抽检批次少、比例低。据了
解，我省将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为人民
群众提供放心的车用燃油消费环境。

对6市县车用燃油专项整治督查发现

我省部分乡镇卖“黑油”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陈松松 章蕾）父亲老陈（化
名）有三处房产和退休金，却以儿子小
陈（化名）对自己不管不问为由向法院
起诉，要求小陈每月向自己支付赡养费
2000元。儿子小陈无房无车收入不稳
定，还要供养母亲妻儿。琼山法院近日
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老陈的诉讼请求。

| 父亲 |
提出要赡养费被拒绝

原告老陈（男，现年65岁）诉称，含辛
茹苦把被告小陈抚养成人，可小陈在母亲
李某的溺爱下长大，不懂感恩，近年来还
多次从中挑拨父母离婚，目的就是为了分
割家庭财产，想要占有家里的房产。

特别是这两年多来，小陈见到老陈
从不打招呼，老陈生病时也得不到其照
料。在小陈随母亲从家里搬出去后，更
是从不关心过问老陈的生活起居。

老陈表示，自己已经65岁，患有多
种慢性病，每月生活仅靠一点退休金，
还要寄钱给父母，经济困难，生活相当
艰苦。被告是导游，收入较高，原告曾
提出要其每月给赡养费，均被拒绝。

| 儿子 |
父亲装穷，自己才真的穷

被告小陈辩称，原告老陈目前每个
月能领到退休金2200多元，再加上原告
在某保险公司有5份期限为终身的递增
养老金保险，每月还可领取500-600元

商业保险养老金，原告还有医疗保险，
拥有多处房产，可见原告并不像其所陈
述的那样经济困难。

小陈目前没有固定工作，没车没
房，当前主要收入是上门修电脑所得，
虽然有导游证，但因家里有母亲和妻
子、小孩需要照顾，只是偶尔带团，收入
不高且没有固定收入。

被老陈赶出家门后，小陈及母亲等
家人只能在外租房居住，房租还是母亲
李某支付的，妻子于2012年生小孩后就
没有工作，小陈现在要照顾母亲、抚养
小孩，经济负担很重。母亲要跟原告离
婚，是其个人意愿，老陈所述小陈想要
分割财产占有房产的说法不属实。小
陈表示现在无力每月支付原告2000元
的赡养费用。

| 法院 |
当事人应修复父子关系

经琼山区人民法院查明，老陈名下
有位于广东省的两处房产及位于海口
市的一套房产，目前每月领取退休金
2200元，并享有医疗保险、某商业养老
保险（递增养老保险）。原告妻子李某
每月有退休金1900元，已两次向人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截至庭审之日尚未判
决准予离婚。

现李某与小陈一家共同在外租房
居住生活，每月由李某支付租房租金
800元。小陈虽有中级职称的导游证，
但未与旅行社签订固定劳动合同，2012
年至2014年偶有带团，现被告一家的主

要收入来源是被告上门维修电脑等，每
月收入平均2000元，收入不稳定，被告
妻子自2012年生育小孩后没有工作。

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
务。但考虑到老陈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享有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并自有
住房，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而小
陈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法院不予
支持原告老陈的诉讼。

法官表示，赡养义务的内容有多
种，给付赡养费仅仅是赡养义务的一个
方面，家庭关系的维系更多在于家人之
间相互关怀、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
慰藉，被告现与原告分开居住，应经常
回家看望或者问候父亲，修复父子关
系，相互体谅，和谐相处。

“富爸爸”起诉“穷儿子”索要赡养费
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同时要求当事人应修复父子关系，相互关怀

图为日前航拍的南渡江畔。本报于2013年对南渡江畔私搭乱建大排档的现象
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经过整治，如今的南渡江畔建起大泳池、足球场和
练车场，周围环境大为改善。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那大5月26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廖伟生）儋州市公安局持续加强
对“两抢”犯罪的打击力度，近日成功打掉2个飞
车抢夺团伙，抓获抢夺犯罪嫌疑人5名。

目前，上述5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儋州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介绍，通过警方的强力打击和整治，儋州全
市的“两抢”发案率明显下降，5月份较上月下降
36%，较去年同期下降50%。

警方打掉两飞车抢夺团伙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洪宝
光）腾讯公益“让无声回归有声”项目实
施以来，该项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关注，目前已募集到20万余元善
款，在这笔善款的帮助下，已为2名聋儿
植入人工耳蜗。这是记者今天从省残
联获悉的。

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符永表示，
今年我省还将为65名儿童进行听力重
建手术，这笔资金主要来自国家“七彩
梦行动计划”、省财政以及海南省残疾
人基金会、腾讯公益“让无声回归有声”
等方面的支持，只要是海南户籍、年龄1
岁至6岁的听障儿童都可以申请。

省残疾人基金会募集20万余元

助聋儿“倾听世界”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韩燕）一名男子陈某寒因四处找机会赌博不成，竟
然与警方“较劲”，持续半年谎报赌博警情。记者
今天从海口琼山公安分局获悉，对陈某寒处以行
政拘留十日处罚。

据陈某寒交代，由于其2014年经常和几个朋
友在琼山区下坎西路一水吧内玩“三公”赌博，文
庄派出所严厉查赌，辖区各个水吧便不让其在水
吧内玩“三公”。2014年底，陈某寒为了出气使用
多张手机卡，在海甸岛拦海村其住处等地方频繁
拨打公安110报警中心电话，谎报文庄派出所辖
区内有赌博警情，有时一个月报警甚至多达上百
条，同时还向他人发送虚假的赌博警情短信，严重
扰乱公安机关正常的接处警工作秩序。

男子谎报警情被拘十日海
口

儋
州

本报石碌5月26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郭
振思）昌江日前在海尾渔港码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对海上非正规养殖捕捞作业行为进行整治，着重对
定置网进行拆除工作及对渔港养殖渔排进行清理。

近日，昌江海洋与渔业局联合海尾边防派出
所共出动60名执法人员，配备6艘专用执法船
艇，配齐清理整治工作所需器具，采取人工拆除方
式拆除了6张定置网，将港内阻塞航道的10艘养
殖渔排清理出港内，并由渔排户自行拆除处理。

整治海上养殖捕捞作业昌
江

本报八所5月26日电（记者黄能 特约记者
高智 通讯员李婕）东方市人民法院日前判决首例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被告人李某从中
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海南西线高速公路
B2段项目部负责人孔某处承包该项目的附属工
程。李某先后组织孙某等20名工人施工。经核
算，截至案发，海南西线高速公路B2段项目部已
先后支付35.17万元给李某，但李某拖欠孙某等
人工资。同年10月28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包工头不付工钱获刑8个月东
方

海口
南渡江畔建起大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