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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4）龙执字第2286号、（2014）龙执字第2055号、（2014）龙执字
第2092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司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金垦路
3号碧湖家园 2号楼 A706房（证号：2009-1387-005号，建筑面积：
135.52m2）。拍卖参考价：90.9679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龙
华区面前坡186号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8080号，建筑面
积：255.24m2）。拍卖参考价：95.1747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3、海口
市山高村 202号步月公寓 703房产（证号：HK106813号，建筑面积：
110.48m2）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6）第005611号]，
拍卖参考价：42.015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宜公
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6月18日上午10:0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
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层拍卖大厅；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6
月17日17:00时前，款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15年6月17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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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34、35、3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自行承
担 。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5203602、18689797320（毕 女 士）、
13136089800（李先生）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34、35、36号

我司于 2015年 06月 01日在《海南日报》

A10版刊登的第 150609期拍卖公告中，原定于

2015年 06月 09日上午 11:00举行的拍卖会因

故延期至2015年06月30日上午11:00举行。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03日

延期拍卖公告公 告
因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

合同章均未经海口市公安局备案，我司将废止原

章，重新刻制。

特此公告。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海口市海甸岛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J010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支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正按程序开
展《海口市海甸岛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0103地块规划修改。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6月3日至7月14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
号楼南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
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6月3日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委托，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

确认，受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6月19
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按标的现状第三次公开拍卖：海口市龙昆
南路74-1号皇家花园（2）20D1房产 (证号: HK135809号,建筑
面积为:157.08㎡)。参考价：5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说明：1、该房产原为D1、E1户型，现合并为一套房，现户型
为五房二厅一厨两卫一阳台；2、房产过户税费全部由买方承
担。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18日止。
有意者请于2015年6月18日16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须于此前到账）。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
联系电话：0898-68581785 13707561158高先生
监督电话：0553-5888068吕法官

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陵水分界洲岛接待客户服务中心工程及边坡支护

工程。
二、招标人：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三、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陵水县分界洲岛基地（海南东线高速路

168公里处），客户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约为14000平方米，最高建
筑物高度为20米，由四层连体建筑物组成。边坡支护为人工挖孔桩
（800×1600）109根。招标控制价为4000万元，计划工期18个月。
招标范围：施工标为客户服务中心的土建、安装、消防、二次装修及护
坡桩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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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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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及以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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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企业须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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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招标文件获取：请投票人在2015年6月2日起带上具备要求
的企业资质到招标人所驻地址获取文件。

地址：陵水县分界洲岛基地工程部。
联系电话：宋先生：13337697776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00+500段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中和互通主线桥建设工程的需要，现计划
于2015年6月8日进行现场施工，2015年10月19日完成。根据施工
要求，现需要对G98环岛高速公路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
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10月19日
二、管制路段
G98环岛高速公路K500+500段
三、管制方式
为确保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G98环岛高

速公路K500+500左右两幅增设四个匝道作为临时施工便道。
（一）6月8日至9月18日，采取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K500+

100至K500+900左、右幅的交通管制方式实施主线桥改造施工，来
往车辆绕行临时施工便道上下高速。（二）9月19日至10月19日，采
取封闭左、右幅应急车道的交通管制方式实施四个匝道加减速段及暂
变段的建设施工，来往车辆正常通行。

请来往车辆按现场交通标志指示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
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5月20日

海南省沙老钛矿名下68915.56平方米工业划拨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司法拍卖公告

（联合拍卖第150624期）

一、拍卖标的：位于琼海市长坡镇海南省沙老钛矿生产区四块总面积
为68915.56平方米（约103.37亩）的工业划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采
取英格兰式增价拍卖，具体操作办法是“整体优先，分标拍卖”，即将拍卖标
的物分成四个标的进行拍卖，四个标的物整体竞买者优先。二、拍卖地点：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二楼）。三、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22日17时止。四、
竞买人资格及要求：1、竞买人必须是在国内登记注册且合法存续的企业法
人或自然人。2、拍卖标的物按现状拍卖，竞买人要充分了解标的物存在的
瑕疵，并自愿承担由于瑕疵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经济损失。3、拍卖成
交后，买受人要自行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过户手续，缴纳买卖双方的
各项税费，并承担标的物过户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
等）。如确实需要，委托人可协助办理。企业在进入破产程序前原欠税费
由管理人承担。五、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2015年6月23日17时
前缴纳保证金（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海南省沙老钛矿管理人，开
户行：中国银行琼海支行，账号：267509423468，并于2015年6月23日17时
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按要求提交有关资料到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海南佳
昊拍卖有限公司或海南产权交易所报名办理竞买手续，取得竞买资格，逾

期不予办理。六、标的物主要瑕疵：1、土地证0974号地块，面积约25.75亩，
该宗地四周没有围墙，有个别村民在四周种植一些木麻黄树。2、土地证
1541号地块，面积约58.12亩，是钛矿的精选厂用地，该宗地西南角和西北
角没有围墙，有一户村民提出地界争议，并在此擅自挖掘三个小鱼塘，占地
约2亩；土地证已抵押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并办理了登
记手续，按法律规定拍卖成交后可以索回。3、土地证1917号地块，面积约
17.04亩，该宗地在琼海至文昌的公路边，有几户村民在该宗地上种植200
多棵椰子树；有一幢2层的住宅楼，已属危房，现有一户职工居住，在拍卖成
效后可以拆除。4、土地证1919号地块，面积约2.44亩，该宗地对外租赁经
营，租期30年，至今已租赁约17年。按《破产法》第18条规定，企业进入破
产程序后管理人有权解除其租赁合同，因此管理人已按规定与其解除租赁
合同。主拍单位：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
大厦21层B座；电话：66532003，13876266829（吴先生）；协拍单位：海南佳
昊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28、
3138房。；电话：68511921（黄先生）；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夏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

2015年6月3日

受委托，定于2015年6月24日15时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对以下标的物按评估值下浮10%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情况、拍卖保留价和竞买保证金情况表

上述资产评估价值合计9,133,204.20元，其中厂房、职工宿舍等建筑物评估价值353,9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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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证编号

海国用（2011）字第0974号

海国用（94）字第1541号

海国用（98）字第1917号

海国用（98）字第1919号

土地位置

琼海市长坡镇沙老钛矿
琼海市长坡镇沙老钛矿，
地上有钛矿厂的主要厂
房等建筑物
长坡镇椰林小学东侧，地
上有一栋职工宿舍小楼，
面积256平方米
长坡镇椰林小学东侧

土地性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钛矿
精选厂用地）

工业及生活用地

工业及生活用地

面积（㎡）
17,172.30

38,747.10

11,366.66

1,629.50

评估价值(元)
2,191,700.65
4,945,293.37（其中厂
房等全部建筑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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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918.98（其中
职工宿舍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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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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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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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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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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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县黄流镇尖界村7.89公顷用地规划条件论
证暨龙腾湾万豪酒店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2009年“海南海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取得黄流镇7.89公顷用
地，该用地位于龙腾湾旅游度假区西部的滨海一线，由于该用地所在
区域尚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了合理确定该用地的规划条件（包
括用地性质及规划控制指标），加快闲置土地开发建设，对该用地的
规划条件进行论证分析。2015年5月15日，我局组织召开了《乐东
县黄流镇尖界村7.89公顷用地规划条件论证暨龙腾湾万豪酒店修建
性详细规划》专家评审会，并原则通过了该论证技术报告及项目修建
性详细规划。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5年6月2日至7月1日） 2、公示地点：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ledong.hainan.gov.cn） 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①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dzjj3480@126.com；②
书面意见请邮寄至：乐东县人民政府办公楼一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城乡规划岗；③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85528585。

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6月2日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甸岛环岛路（二期）B段道路工程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市发改﹝2006﹞552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口成邦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
资，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
进行公开招标。该项目位于海甸岛，招标控制价为19123444.62元，计划工
期150日历天。施工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
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本单位)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监理标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质，
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须具备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
程师执业资格，最多允许有担任一个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详
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hkcein.com）。

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公告
海南华城建设有限公司

我公司与你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山西省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多次联系你公司未果，且不配合工作。

经我们到城建部门了解到贵公司没有在山西入住的名单中，致
使我公司的相关手续无法办理，你公司的行为已经对我公司造成巨
大的损失，为此依据法律及合同约定我公司特此通知你公司：

1、解除并终止履行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
山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现公告取消你公司中标资格，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同时我公司将保留追究由于你公司
不履行相关义务造成我公司经济损失的法律权利。

特此通知
运城市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商家

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

儋州尚年粽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儋州涵瑶食品有限公司

儋州景隆食品有限公司

儋州美乐美食品有限公司

东门街34号五哥粽子

东门街36号静姐、麦香粽子

那大人民西路448号

福海黑姐粽

那大先锋街159号

那大军屯市场1路4巷1号

那大农垦北路116号万家香粽

儋州龙群酒楼

儋州佳华麟实业有限公司

五朵金花

联系人

田传明

赵尚铮

孙少仁

周冬梅

陈有章

陈照用

张端静、麦永安

谢仁彩

薛世壮

林玉珍

王超

严琼花

侯群英

黄海华

彭起桂

联系方式

13807559296

13307600061

13976498053

15338956000

13976580708

13907657578

13976783601

13648679499

18976560577

15595876667

13976499779

13976444711

18689719977

13976292168

18889177662

参会商家

历史渊源

儋州粽子自汉始
武运文脉传千载

艨艟巨舰劈波行，雄师十万平战乱。
两千多年前，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先后率
军平定海南，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其
中，西汉路博德的战绩，催生珠崖、儋耳郡，
开创了中央政权直接统治海南的历史；东
汉马援坐骑刨井为将士解渴的佳话，留下

“白马井”的传奇地名。
儋州粽子的历史，也像勇冠三军的伏

波将军一样誉满琼州。
惟有马井地下水，清风不改旧时波。如

今的儋州市白马井，因伏波将军马援的白马
踏出地下水而得名。此井中之水被取来蒸
煮以虾米为料的粽子，故名“伏波虾米粽”。

到了两宋，儋州粽子洋溢着浓郁的“文
气”和“仙气”。

谓之“文气”，是因为儋州粽子在大文
豪苏东坡手里得到创新。北宋时，苏东坡
谪居儋耳中和三年。同时作为美食家的东
坡先生，亲手创制的“东坡粽”别具风味。

“东坡连续三个端午节都在儋耳度过，每年

除了用传统的猪肉包粽之外，还教当地人
包豆子粽、干鱼粽、虾仁粽、鸭蛋粽等，并以
此类粽子作下酒菜。”儋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谢有造说。

谓之“仙气”，是因为儋州粽子与道教
南宗白玉蟾结缘并得以发展。据《正德琼
台志》卷六载：松林岭“一名儋耳山，在儋州
北二十里……白玉蟾亦在此修炼”。白玉
蟾到琼州松林岭炼丹时，包清粽蘸蜂蜜糖
而食之。这种食粽方法，使儋州粽子的口
感更加美妙，并曾流行一时，被后世称为

“白氏粽法”。现在当地一些居民，还在沿
用这种包清粽蘸蜂蜜糖的食用方式。

原本带着伏波将军豪气、块头很大的
儋州粽子，在浸润“文气”、“仙气”的同时，
再度开创了“武运”，由儋州本土的两位武
将联手创制。

这两位武将，就是明代初年的“威武将
军”符南进、“嘉应将军”符那宽。他们从儋
州洛基地区走出，在外建功立业，晚年荣归
故里后，平时喜欢吃粽子，于是直接推动了

“洛基粽”的诞生。
由于这两位将军都是儋州人，因而使

“洛基粽”充满乡土气息，这也加快了向民
间推广的步伐。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洛基
镇上有一摊点女主人唐三婆，利用优质糯

米加配料，制作一种三角形粽子。由于这
种粽子在继承“洛基粽”传统技法基础上，
又进行了创新，因而色香味俱全，使“洛基
粽”更加有口皆碑。

儋州粽子自汉始，武运文脉传千载。
近年来，源远流长的儋州粽子历久弥新，成
为颇具地方风情的美味珍品。

发展现状

制粽高手在民间
海陆美味竞风流

作为儋州粽子龙头企业的儋州广和食
品有限公司，其负责人田传明曾演绎过现
代版“三顾茅庐”故事。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故事，是因为儋州
粽子历史悠久，制粽高手在民间。

那是10多年前，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
司刚刚涉足粽子行业时，田传明虚心求教，
深入社区和乡镇寻访制粽高手。

“2006年4月初，当得知那大镇有一位
年逾八旬高龄的老太太何氏在制粽上很有
经验，我放下手头的生意前往拜访。但连续
两次都无缘遇见，直到第三次，才终于面见
何氏，让我学到了儋州粽子的很多传统技

法。”田传明回忆道，“像这样走访民间制粽
高手，我先后请教过50多人。”

儋州粽子的其他厂家负责人，虽然没
有跟田传明一样遍访高手，但不少厂家拥
有祖传“绝活”，“五色粽子”和“五哥粽子”
就是两个突出代表。

“我家生产的粽子有五种颜色，包括红
米粽、黄米粽、黑米粽、白色原生态粽、浅红
浅白相间的红豆粽。”儋州“五色粽”传承人
莫丽玲说。据介绍，“五色粽”起源于“五色
饭”。在饮食上，苗族制作的“五色饭”，用
植物汁液作为天然色素拌在米中蒸成。颇
具民族风味的“五色粽”畅销省内外市场，
成为儋州粽子色香味俱全的重要代表。

说起“五哥粽子”，就不得不提一首流
传很广的儋州山歌：“长坡米烂洛基粽，王
五狗肉香透胸。马井红鱼香破釜，排浦薯
香吃肚膨。”继承“洛基粽子”风味的儋州

“五哥粽子”店负责人陈照用，与妻子黄秀
英经营的夫妻店，由黄的祖母韦长妹亲手
指导。拥有祖传配方的“五哥粽子”，由糯
米、本地蛋黄、五花肉、自制调料组成，不需
要市面上的香料，而是以古法精制而成，经
过蒸煮熟透后，以糯而不烂、肥而不腻、肉
嫩味香、咸甜适中而著称。

儋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秀扬介绍：儋

州粽子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品种丰富。比
如，海边居民做的粽子，鱼虾等海产品是必
不可少的原料；而进入内陆地域，居民做的
粽子原料多以猪肉、豆类等为主。

各具风味的儋州粽子系列产品，销量连
年递增。市政府统计显示：2013年，儋州粽
子产量超过600万个，实现产值6000多万
元；2014年端午节期间，共卖出“儋州粽子”
750多万个、销售收入超过9000万元。今
年端午节尚未来临，儋州各粽子厂家就已收
到多笔订单。按目前势头来看，产销量有望
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未来走向

富民兴市儋耳粽
纵横整合大产业

粽香熏得游人醉，直把儋州作粽都。
读者朋友，端午期间来儋州旅游吧。

走进儋州大街小巷、村村寨寨，粽子香味随
风漫溢。此香此味、此山此水、此情此景，
让人在这醉美氛围里流连忘返。

儋州无处不粽香，这意味着粽子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该市“广和粽”、“美乐美”、

“五色粽”、“五哥粽”等30多家具备常年生

产能力的粽子厂家，无不是一派繁忙景
象。据儋州市商务局统计，2014年该市粽
子产业直接带动就业人数在1万人以上。

具有就业规模的儋州粽子业，正在冲
刺大产业。儋州市粽子行业协会理事长田
传明说，由于该市生产厂家纵向整合、优势
互补，今年“儋州粽子”预期销售目标至少
800万个、销售收入将突破1亿元。

除了自身纵向整合不断做大做强，儋州
粽子产业还与其他产业横向协作，发挥产业
溢出效应。2014年，由于推出“品香粽、摘黄
皮、游儋州”活动，端午节期间接待游客2.1万
人、实现旅游总收入1449万元。今年一季
度，“东坡文化体验之旅”使全市共接待过夜
游客31.80万人次、同比增长12.10%，实现
旅游收入2.23亿元、同比增长12.50%。“大量
游客在直接成为儋州粽子产品消费者的同
时，还通过口碑传播将其影响力扩展到琼岛
内外。”市旅游局局长李洪涛说。

谈及儋州粽子产业的发展，儋州市长
张耕指出：“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推广季
活动，促进生产销售常态化，尤其要争取国
家质检总局通过‘儋州粽子’地理标志认证
审查，打响‘金字招牌’，进一步增强‘儋州
粽子’知度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产品附加
值。” （宗平 谢振安 黄洋）

主编：张成林 美编：杨薇千年儋耳粽·万家端午情专题

6月6日，
请到明珠广场购买正宗儋州粽儋州粽子的“前世今生”

6 月 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2015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
将在海口市明珠广场闪亮登场。

儋州粽子，越来越成为吸引
省内外消费者必尝的海南美食
之一。对此，儋州市委书记严朝
君表示，市委、市政府确定，打造
以儋州粽子为代表的九大品牌，
突破性发展一批群众基础好、生
产规模大、市场空间广的农业品
牌，从而实现富民强市的产业发
展目标。

古老的儋州粽子，迎来新的
发展时期。

碧海连万里，粽香越千年。
到既有海域又有内陆的儋州

揽胜，探源与儋耳郡相伴生的儋
州粽子“前世今生”，那深厚的底
蕴和多彩的故事，彰显出穿透时
空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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