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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一期桩基础工程。二、招

标人：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招标代理机构：中国
远东国际招标公司。四、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组团，
拟建主题乐园总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最高构筑物高度为140
米；本次一期主题乐园内的德国区1#，中国区10#、11#桩基基础建
设规模：砼灌注桩总数为659根，桩径600mm～700mm，桩长24.5
米～34米。招标控制价为11991237.85元，计划工期40日历天。招
标范围：施工标为德国区1#，中国区10#、11#桩基础工程施工（具体
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监理标为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施工标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
质，项目经理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监理标具备房屋建筑工
程监理甲级（含）以上资质，总监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
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
支机构备案手册》。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具体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
告。六、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5月27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
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等媒介上
发布。联系电话：周先生18211100010，符先生18976888556。

一、招标人：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二、招标代理：华诚博远（北
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三、工程名称：海口市粤海片区天翔路工程项
目（监理标）；四、工程概况：粤海片区天翔路西接规划中的新海中路北
端，东接滨海大道，长约919 米，宽40 米, 为城市次干道。工程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排水、交通、涵洞、照明及绿化等配套工程（具体以施工图
为准）。计划工期：8个月，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
理。五、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
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总监为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市政
公用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最多允许有 2个在施工程中担任项目总
监。省外企业需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且业

务范围需满足本项目招标所需的专业资质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经当
地（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
法定代表人及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总监有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
明材料。业绩要求：2012年至今有承接的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单项工程
建安费合同额为4000万元（含）以上或单项工程监理费合同额90万元
（含）以上的项目监理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六、招标文件
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05月27日起(法定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
文件。七、其他：其他要求详见网络公告，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
布。八、联系方式：招标人 蔡工 0898- 68630553，招标代理 何工
0898-68568122

招 标 公 告

欠 税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

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
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
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
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
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或者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东方市地方税务局
2015年5月26 日

1

2

3

税务
登记号

46000767
6081760
46000773
0049885
46000770
8842588

序号 纳税人名称

东方广华
实业有限
公司

东方富岛海
湾大酒店有
限公司

东 方 双 吉
水泥厂

海南省东方
市琼西路

东方九龙西
路北侧

东方市皇宁
管理区北边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姓名

傅志阳

唐向阳

宋文吉

身 份 证 号

350583197
305053112
460032197
007270010
370624490
803001

欠缴税款金额

2,719,785.85

419,661.68

5,841,579.29

欠税户名单
截止：2015年5 月20 日 单位：元

公 示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商的合作开发

板桥横路安置房项目已于2015年5月25日完成评审，海南

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经评审组推荐：

海南铭德置业有限公司为合作开发企业。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

29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向银川市鸿利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投诉，投诉电话，0898-32685166。

银川市鸿利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为保障桥梁安全运营，将于2015年5月27日至7月27

日对滨海西跨铁路桥进行加固维修，届时将对滨海西跨铁

路桥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

场交通警察的指示通行，不便之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公 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5】147、148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
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
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
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
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31110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5月15日

产权申请人
华融湘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华融湘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土地坐落
海 口 金 贸
中路1号

海 口 金 贸
中路1号

分摊土地面积
469.68

435.69

权属来源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14397号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14409号

原土地使用者
海口市城市建
设开发总公司

海口市城市建
设开发总公司

宁夏正通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

年6月12日15时在宁夏集中拍卖中心三楼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现场与网络拍卖同步进行）：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

道56-1号皇冠世纪豪门-皇冠（A）栋20层2002号房，建筑面

积154.21m2（合同号：L00012581）。

参考价：132.7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展示。有意竞拍者请于2015年6月11

日17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户名：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 院 执 行 户 ，开 户 行 ：宁 夏 银 行 吴 忠 分 行 ，账 号 ：

25010141100001193）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款凭证到我公

司办理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由委托人全

额无息退还。

联系人：18695152399（方先生）

18395000727（曹女士）

地 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民生城市花园

主场公寓808室 网 址：www.nxpm.cn

公 告
海南静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涉诉担保经济

纠纷一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
年5月23日（2014）海中法保字第22号查封了
位于海口市海秀路138号中平广场A栋4层面
积为2033.03平方的房屋所有权（合同备案号
A00067190），查封期间，该房屋不可租赁、装修
等经营活动，由此引发的经济损失自负。

张越
2015年5月25日

招标公告
由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林木排

现代休闲农业种植园”项目，位于儋州市和庆镇木排农场，项目

规划占地1217.45亩，属现代休闲农业项目，现受市场销售需求，

特邀请营销代理机构参与项目营销策划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国内或国际地产营销代理品牌企业

2、国内或国际知名品牌项目服务经验

3、海南设立独立服务机构

4、在海南服务过项目不少于2个

联系人：夏先生（18689879890）

办公电话：66526859

公司地址：海口市正义路3号

序
号

1

2

3

4

参考价
(万元)

1.15

1.25

1.25

1.20

登记
日期

2004.11

2004.11

2004.11

2004.11

品牌/
小客车

猎豹牌

猎豹牌

猎豹牌

猎豹牌

车牌号

琼A88205

琼A88251

琼A88252

琼A88256

6

7

8

5

1.55

1.40

1.30

1.25

2007.08

2007.08

2007.08

2004.06

长城牌

长城牌

长城牌

琼A88260

琼AG0529

琼AG0553

琼AG0609

序
号

参考价
(万元)

登记
日期

品牌/
小客车

猎豹牌

车牌号

1、竞买保证金：每辆1万元.2、展示时间：2015年6月1-3日.3、展
示地点：海口市南海大道172号海口旧车市场停车场.4、注意事项：拍
卖成交车辆须过户；办理车辆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5年6月3日16：3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172号.

联系电话：0898-66826011，13876242898

海南忠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6月4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

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以下车辆：

第20150604期

据新华社郑州 5月 26 日电 （记
者付昊苏、李亚楠）记者从河南省平
顶山市政府获悉，5月25日晚发生火
灾的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已有12
名相关责任人被控制，还有3人正在

查找落实。
平顶山市提供的火灾事故处置情

况通报称，此次火灾波及房屋建筑面积
600平方米，房间30间，其中17间住
人。该公寓共分4个区，2个“自理区”、

1个“半自理区”、1个“不能自理区”，可
容纳老人150名，法人代表为鲁山县董
周乡沈庄村人范花枝。

平顶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还透露，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已控制12名

相关责任人，其中7名护工、5名工作人
员，还有3人正在查找落实。此外，现场
已经清理完毕，当晚入住人员总数已经
核对完毕，38具尸体已分送到周边县、
市、区殡仪馆，后续身份鉴定工作正在进

行，市、县两级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安监总局副局长孙华山26日率工

作组赶赴河南省鲁山县“5.25”特别重
大火灾事故现场，指导地方政府做好事
故应急救援处置与查处工作。

据新华社郑州5月26日电 26日
上午，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召开新闻通
气会，根据最新通报，截至26日晨6
时，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火灾现场
已清理完毕。经查，此次失火面积共
有51张床位，当晚有44名老人在场，7
人未在公寓住宿，目前这7人已经全部
取得联系。而消防部门接警时间更正
为5月25日19时33分54秒。

针对前后通报的火灾时间不一的
情况，河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人员
解释称，应以消防方面通报的时间为
准，此前通报的“19时55分左右的火灾
时间”不准确，可能是上报中有误。

鲁山县民政局局长刘大钢介绍，此
次失火的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由平顶
山市民政局于2010年末批准成立，公寓
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600平方米。

据康乐园老年公寓法人代表范花

枝的同乡介绍，今年 50岁的范花枝
是鲁山县董周乡沈庄人，以前是种地

的农民，“这些年村里年轻人大多外
出做生意、打工了，无法照顾老人，于

是她就想起了要办养老院，在养老院
里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多是她的亲戚
朋友。”

记者赵丹丹 付昊苏 李鹏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新媒体专电）

河南鲁山老年公寓火灾追踪

12名相关责任人被控制
安监总局工作组赴河南督导事故救援处置与查处工作

从大火中逃生的78岁老人郭欣告
诉记者，25日晚上7点多，已经躺在床上
的他，突然听见有人喊“救火”，紧接着，就
看到有个服务员从着火房子的窗户里出
来，对他大声喊“快跑”，于是他就赶紧往
屋外跑去，不一会儿身后已是滚滚浓烟。

劫后余生的还有80岁的老人陈润
德。他说，25日晚上7点多，他睡的正
迷糊，听到有人喊救火，才知道发生了

火灾，在此之前，他已在这里住了2年。
据鲁山县消防大队政治教导员张基

伟介绍，5月25日晚他们接到报警后立

即赶到火灾现场。当时现场大火猛烈燃
烧，民房发生部分坍塌，有伤员仍被困在
现场。根据现场情况，消防中队调集公
安干警、武警官兵150人，后又调集周边
5个消防中队前来支援，共有18辆消防
车94名官兵参加了现场救援。

四问河南鲁山养老院大火

据了解，这家老年公寓可容纳150
人入住养老，共分为4个管理区域，包
括2个自理养老区，1个半自理养老
区，1个不能自理养老区。此次火灾发
生在不能自理人员养老区，过火区域

有床位51个，火灾当晚有44人居住。
陈润德告诉记者，这里条件不算

太好，人太多，服务员顾不过来，“一到
晚上就找不到服务员了”。郭欣老人

告诉记者，不能自理区域的老人，有的
偏瘫，有的拄着双拐，连吃饭都得有人
喂。“那边的房子（失火的房子）质量比
较差，没有地基，不是砖墙，就是铁搭架
子，铁皮做的外墙。”

根据现场明显的着火痕迹显示，
25日晚的大火是从养老院内部的一
处铁皮房子开始蔓延的。过火面积
约有500平方米，原来的铁皮房子已
经被烧毁，倒在地上。而紧挨着事发
地不到 3米的另外一排房子并没有

着火痕迹。
在养老院居住的83岁老人洪宝俊

分析说，着火房子的最东头是电工房，

内部放置了大量的杂物，而大火就有
可能是电工房引发的。

真正的起火原因还有待官方的

最终调查和确认。目前，针对河南
鲁山康乐园老年公寓火灾事件，民
政部成立了相关司局人员组成的民
政部工作组，于 26日上午赶赴当地
指导协助善后处理工作，督促检查
落实。

2问 老人为何住在铁皮房内？

3问 为什么起火？

4问 养老院是谁开的？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通报：

鲁山老年公寓
过火床位51张

火灾中受伤的吴中峰老人在鲁山
县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发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拍
摄
的
火
灾
现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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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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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赵
鹏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
26日公布的一项通知，高校学生有十类情况不得
转学。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严格规范
转学工作，严禁以转学为幌子，变相突破高校招生
录取分数线择校、择专业。

教育部发布通知

高校在校生
十类情况不得转学

●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
录取分数的
●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通过定向就业、艺术类、体育类、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
使用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含保送生、单独考试
招生、政法干警、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五年一
贯制、三二分段制等）

●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的
●研究生二区招生单位录取的转入一区招生单
位的
●跨学科门类的
●应予退学的
●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教育部在通知中强调，要进一步严肃工作
纪律，对转学中的违规行为零容忍，严肃追究违
规单位和责任人员责任。因违规行为造成严重
后果和恶劣影响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外，
还应根据领导干部问责相关规定，追究相关领
导责任。涉嫌违纪的，按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
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有
相关违规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转
学资格，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
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指出，学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不得转学：

制表/许丽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记者王思北）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26日通报了银杏叶药品专
项治理工作情况：在24家从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
司购买银杏叶提取物的药品生产企业中，有5家
未用于药品生产，其余19家银杏叶制剂生产企业
均已启动涉事药品召回工作。食药监总局将于
近期颁布银杏叶制品补充检验方法，并尽快启动
对市售银杏叶药品的全面抽检工作。

此前，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万邦德（湖南）
天然药物有限公司在食药监总局组织的飞行检查
中被查出擅自改变银杏叶提取工艺、伪造原料购进
台账和生产检验记录等问题，被立案调查。

食药监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介绍说，
经核查，涿州东乐制药有限公司、海口奇力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药品生产企业均从桂林兴
达药业有限公司购买银杏叶提取物用于药品生
产，目前已核实清楚产品批次、批量、流向等信
息，正督促企业召回产品。

食药监总局通报

问题银杏叶药品
已开始召回
将对市售银杏叶药品全面抽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