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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规划局文昌百合财富广场
项目太阳能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百合假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文昌百合财富广场项目位于文
昌市白金路西侧，惠民路北侧，属《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于2014
年7月份通过专家评审会，现申请太阳能面积补偿。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13547.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5049.34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27445.30平
方米，容积率2.02，建筑密度33%，绿地率40.5%，停车位258个。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 395平方米，申请补偿建筑面积 351平方米，补偿
后计容建筑面积27094.30平方米，容积率2.0。根据《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行办法》，符合要求。为进一步征求相关
权益人意见，现拟按程序对该项目太阳能补偿面积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
时间：10天（2015年 6月 4日至 6月 13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规
划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
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规划局规划报建股，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
63332018，联系人:曾祥根。 文昌市规划局 2015年6月4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DELL服务器项目向社会公开招

标。报名单位须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和一定的经

营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请符合条件并有

意竞标的单位于2015年6月10日下午五点前到

我单位报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

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

查）、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

联系人：符先生

电话：66810802；18976267576

招标公告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委托，就海南省2015年度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备案工作组织竞

争性谈判。投标人资格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二十二条之规

定，具有测绘丙级以上（含丙级）资质，其余详见海南省财政厅

网站。项目概况：详见海南省财政厅网站公告。项目预算

26.08万元。有意者可于2015年 6 月 4日至 2015 年 6月 8

日在海口蓝天路12号国机中洋公馆2栋601-602室报名及购

买招标文件。报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售后不退。联系人：赵工 6855433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京豪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5年5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6465.73万
元，其中本金 2700万元，利息 3765.73万元（利息数额最终以法院裁决为
准），该债权已经诉讼，目前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债务人位于
海口市，该债权的抵押物为：1、海口市三江镇三江农场面积212783.69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2、海口市三江镇三江农场面积 242219.66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3、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帝豪大厦的1408号、1409号、1410号302.47平
方米房产；4、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帝晶大厦12楼A座143.37平方米房产；5、
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10366.2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上述抵押物均已办理抵
押登记并被法院查封。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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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有效期：22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2天。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海南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晓丹、蒋正留；联系电话：0898-68667384、68666457
电 子 邮 件 ：liuxiaodan@cinda.com.cn；jiangzhengliu@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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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23068 ，0898-

6865622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zimin@cinda.com.

cnhuixin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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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中国信达海南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3）龙执字第48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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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海口市和平大
道 26号加州阳光 19楼 1904房（证号：HK161203号，建筑面积：
143.63m2)。参考价78万元，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6月26日10：00；2、拍卖地点：
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12楼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
买手续时间：至 2015年 6月 25日 17：00止；4、收取保证金时间：以
2015年6月23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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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海中法拍
委字第80号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
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0898-66753060、66753061。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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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金龙城市广场电梯购置安装项目。项目概况：采购
电梯共16台；招标控制价为：6004858.07元；计划工期：设备生产期90天、
安装期90天。招标范围：电梯购置、安装、调试验收工程。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为电梯制造商或其授权的代理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同一厂家的同一
品牌只能一家代理商参与投标，否则该品牌将被拒绝。电梯制造商须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C级或以上证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C级或以上证书；必须获得IS09001质量
认证、IS018001安全认证。代理商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维修许可证》C级或以上证书。投标人必须有常驻海口市服务机构负责售
后服务。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请于2015年6月4日起登陆海口市建设工程信
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具体内容
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人：何工0898-68528512

友谊广场项目设计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滨涯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开发的“友谊广场”项目用地位于

南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汇处，属重要交通节点位置，已召开交通影响
评价专家评审会。经审查，该项目设计方案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6月4日至6月17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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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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土资美兰字【2015】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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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
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海口市振兴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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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夏少萍 联系电话：0898-65361223

2015年6月2日

海南产权交易所重点项目推介
三亚新华书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70%股权招商项目

本次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的为建设开发三亚市河
东区凤凰路164号6025.63平方米（约9.04亩）商业服务用地，兴
建一栋以大型书店、出版培训、文化旅游、商务办公为一体的主题
文化广场，并以三亚新华书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主体进行项目
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

本次招商项目拟申报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亮点为“地产+文
化”，诚邀有意投资者共同开发建设三亚房地产，沐浴文化的阳
光，徜徉艺术的海洋。

本次招商公告期为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6月25日。
其他详情见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联系电话：
66558026 杨先生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6月4日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托，定于2015年6月23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

厅按整体、净价公开拍卖以下标的：1、海南省临高县调楼镇渔
港南侧面积为 47915.8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临国用
（15）第0826号，地号：〈15〉-外-06]；2、海南省临高县调楼镇
渔港南侧综合办公楼一幢[证号：临房权证调楼字第DL00134、
DL00135、DL00136号]，建筑面积合计2051.52平方米。参考
价：4673.3111万元，竞买保证金：4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19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6月22日17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
电话：66243059 13976113925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日前，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管理暂行规定》。对此，中央组织部负
责人接受采访，就《管理规定》有关情况
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制定
《管理规定》？

答：目前，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有
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等，中央企业有《中央企业领导
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等，而事业单位领
导人员管理长期沿用党政机关干部的
模式，没有形成充分体现事业单位特点
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政策法规体系，亟需
填补空白。

《管理规定》作为第一个专门规范
和加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的党内
法规，是党的组织工作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的重要成果，是依法依规治党、从
严管理干部的重大举措，是新时期做好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基本遵
循。它的印发实施，对于提高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符
合好干部标准的高素质事业单位领导
人员队伍，激发事业单位生机与活力，
提高公益服务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问：请您介绍一下制定《管理规定》
有哪些主要考虑？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我们制定《管理规定》，总的考
虑是按照“先整体立规、后行业完善”的
思路，采取“1＋X”模式，建立完善事业
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先制定
涵盖“进、管、出”环节的《管理规定》（即
管总的“1”文件），对普遍适用的基本原
则、基本条件、基本制度和基本要求作
出规定，在此基础上，由中央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分别研究制定体现行业特点
的具体管理办法、各省区市党委制定市
以下党委和政府直属以及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具体办法（即“X”
文件），进一步提出符合行业和当地实
际的管理措施和改革具体要求，增强针
对性、有效性。

《管理规定》共9章40条，对领导人
员管理“进、管、出”各个环节作了规
范。第一章总则，主要明确制定文件的
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总体要求和原
则以及组织实施主体等。第二章任职
条件和资格，对任职基本条件和资格作
出规定。第三章选拔任用，明确主要方
式和程序要求。第四章任期和任期目
标责任，提出一般应当实行任期制和任
期目标责任制。第五章考核评价，对考
核的类别、重点内容、等次及结果运用
等作出规定。第六章职业发展和激励
保障，对培养教育、交流、后续职业发
展、收入分配和表彰奖励等作出原则规
定。第七章监督约束和第八章退出，明
确监督主体、监督重点和具体制度措
施，完善退出机制等。第九章附则。

问：《管理规定》将党管干部原则作
为首要原则，基于哪些考虑，是如何体
现的？

答：党管干部原则是我国干部人事
制度最鲜明的政治特色，是坚持党的领
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任
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事业单位领导人
员是党的执政骨干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强这支队伍管理同样必须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这既是实现和加强党对事
业单位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利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发展的坚强组织保证。
为此，《管理规定》明确把党管干部原则
作为领导人员管理的首要原则，用于统
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建设，并将其
贯穿到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方法
和管理要求各个方面。《管理规定》明确
提出，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
要认真履行领导人员管理职责，发挥党

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提出启动领导
人员选拔任用工作意见，在民主推荐、
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严格把关，并切
实落实好教育培养、监督约束等方面的
职责任务。

问：《管理规定》在任职资格条件方
面提出了哪些要求？在改进选拔任用
工作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答：在任职基本条件上，《管理规
定》注意兼顾共性要求与个性特征、一
般岗位与特殊岗位，比如，对所有事业
单位领导人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道
德品行等提出要求，突出强调要忠实履
行公共服务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有
较强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改革创新精神，
有相关的专业素质或从业经历，熟悉有
关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情况，业界声誉
好等要求。对其中担任党内领导职务
的领导人员，提出应当牢固树立党建责
任意识，熟悉党务，善于做思想政治工
作；对正职领导人员，提出应当具有驾
驭全局的能力，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
主作风好。

在任职基本资格上，对从管理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到管理岗位担任领导
职务的分别设置了相应的资格要求，其
中，对从管理岗位提任的，参考《干部任
用条例》和岗位设置有关规定，明确文
化程度、工作经历、任职年限等要求，与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资格搞好衔接；对专
业技术人员担任领导职务开辟任职通
道，作出原则规定。

关于选拔方式，《管理规定》采取“一
般”加“特殊”的方式，明确对拟任人选，
可以采取组织选拔、竞聘（争）上岗和公
开选聘（拔）等方式进行，同时考虑到一
些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必须是本行业、领
域领军人才，需要面向全国甚至全球选
拔，在总结一些地方和行业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也可以探索委托

相关机构遴选等方式选拔领导人员。
在任用方面，《管理规定》提出区别

不同情况实行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
制；为进一步转换用人机制，搞活用人
制度，提出对行政领导人员要逐步加大
聘任制推行力度。

问：为什么规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一般应当实行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
制？

答：实行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
制，是体现中央改革精神，加强事业单
位领导人员管理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
领导人员“能上能下”，促进领导人员忠
于职守，激发队伍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在文件制定过程中，各地各部门普遍赞
同推行这项制度。对此，《管理规定》明
确“每个任期一般为三至五年，在同一
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十年”；关于
任期目标设定，由于不同行业、不同类
型事业单位的工作内容千差万别，只作
了原则规定，提出任期目标内容应当注
重打基础、利长远、求实效，同时把任期
目标与考核评价相挂钩，以推动领导人
员认真履行职责，完成任期目标任务，
使这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问：《管理规定》提到领导人员职业
发展问题，请问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制
度措施？

答：对职业发展，主要从完善培养
教育制度、交流制度、鼓励支持后续职
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比如，一些地方反映，事业单位领
导人员教育培训工作比较薄弱，参加培
训机会少、培训针对性不强、知识技能
更新慢等问题，还有个别领导人员存在
重专业不问政治、党的意识淡薄等倾
向。对此，《管理规定》从加强政治引领
和能力培养、强化岗位培训、注重实践
锻炼等方面提出要求。

又如，在交流方面，目前事业单位

领导人员与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
导人员之间的交流不够通畅，同一行
业、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之间的交流
也不够。对此，《管理规定》提出要注意
选拔事业单位优秀领导人员进入党政
领导班子，对统筹推进“三支队伍”交
流、事业单位之间交流作出规定。

再比如，对于后续职业发展问题，
现实中，许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任职前
一直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们退出领导
岗位后，为继续发挥其专长，《管理规
定》提出，对任期结束后未达到退休年
龄界限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适合继续
从事专业工作的，鼓励和支持其后续职
业发展。

问：请问《管理规定》在落实从严管
理干部方面作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考虑到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是国
家公职人员，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监
督措施同样适用，为此《管理规定》把中
央关于干部管理监督方面的制度措施
和要求，结合事业单位特点作了梳理整
合。《管理规定》明确了党委（党组）及纪
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业主
管部门对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
员的监督责任；把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依法依规办事、执行民
主集中制、履行职责、行风建设、选人用
人、国有资产管理、收入分配、职业操
守、廉洁自律等情况作为监督的重点内
容；强调要发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
律监督、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作用，
综合运用考察考核、述职述廉、民主生
活会、巡视、提醒、函询、诫勉等措施，对
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严格实
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济责任
审计、问责和任职回避等制度，通过完
善这些监督措施，致力于织牢扎紧从严
管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制度“笼子”。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解读《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先整体立规 后行业完善

综合新华社6月3日电 3日，我国
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湖南、贵州、江西
等地受灾严重。

2日午后以来，贵州遭遇了入汛以
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暴雨天气，
部分县市出现内涝、滑坡等灾害。目前，
已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20个县（市、
区）超过41万人受灾，2万余人紧急转
移安置，农作物受灾16104公顷，倒塌
民房107户352间，不同程度损坏民房
650多户1500多间。强降雨还将继续
影响贵州中南部地区。

记者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了解到，截至3日17时，湖南省共有9
个市（州）的52个县（市、区）因连日暴雨
受灾，受灾人口115.7万，因灾死亡5人，
失踪2人，需紧急转移安置人口6.3万余
人，需紧急生活救助2.9万余人，倒塌房
屋1778间。

据气象和水文部门监测，6月1日8时
至3日18时，湖南省湘中以北地区出现强
降雨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益阳、常德、岳
阳、张家界、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等地，暴雨中心位于沅水中下游。其中，临

湘市、桃源县、沅陵县受灾较重。
受降雨影响，湖南省四大河流湘资

沅澧、洞庭湖以及各大水库水位出现上
涨。3日16时，皂市、江垭、双牌等6座
大型水库水位超汛限，沅水支流辰水麻
阳县陶伊站超警戒水位0.4米，防汛形
势较严峻。

中央气象台3日18时继续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3日20时至4日
20时，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中部、
湖南中部、贵州中部以及广西东南部等
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南方暴雨成灾
湖南贵州两省受灾人数逾156万人，另有6人死亡3人失踪 新华社南宁6月3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李斌）

记者从广西柳州警方获悉，在当地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的“悍马男殴打老人”案两名嫌疑人涉嫌故意
伤害罪，于6月1日被柳州市城中区检察院批捕。

5月10日23时30分许，浙江省温州市人郑
某驾驶一辆黑色悍马越野车，进入位于柳州映山
街建佳大厦负一层停车场后，因停车费与管理员
韦祖廷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郑某突然对年已
六旬的韦祖廷实施殴打，接着其朋友韦某也参与
殴打。看到受害人受伤倒地后，两人慌忙驾车逃
离了现场，并于5月12日逃往南宁。

视频上传到网络之后，引发广泛关注。5月
15日晚21时，两名犯罪嫌疑人郑某和韦某赶回
柳州投案自首，16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刑
拘。6月1日，被当地检方批捕。

“悍马男殴打老人”案
嫌疑人被捕

新华社北京6月3日专电（记者卢国强）记
者3日从北京警方了解到，警方破获借助北京市
丰台区方庄地区的“蓝咖啡”休闲吧，以网上交友
为名，实施诈骗、抢劫的犯罪团伙，抓获49名涉案
嫌疑人。

警方介绍，今年4月以来，警方连续接到群众
报警，称在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紫芳园六区3号楼
底商的“蓝咖啡”休闲吧遭遇诈骗、抢劫。

警方专案组调查发现，“蓝咖啡”休闲吧犯罪
团伙长期租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居民楼作为

“工作室”，“键盘手”冒充女性以交友方式寻找目
标，待事主同意见面后，将事主信息和聊天记录转
发到犯罪团伙的QQ群内，由“吧女”与事主见面，
并带到“蓝咖啡”休闲吧内欺诈消费，通常消费金
额在500元至5000元不等。

事主结账时如对消费金额产生异议，便由多
名服务生对事主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殴打。每成
功一起，“吧女”“键盘手”各提成20％，服务生按
每天100至200元领取工资。

5月20日，北京警方出动100余名警力，将该
团伙49名嫌疑人一网打尽，并现场起获镐把、钢
管等凶器及涉案电脑、POS机等20余台。经初步
核实，这个犯罪团伙涉嫌抢劫、诈骗案件30起，涉
案金额7万余元。目前，49人全部被刑事拘留。

以网上交友为名，实施诈骗抢劫

北京“蓝咖啡”犯罪团伙
49人被警方抓获

这是6月3日拍摄的河南郑州楼顶足球场。
据了解，该足球场位于郑州市紫荆山路与城

北路交叉口某写字楼后的立体停车场二楼楼顶，
由郑州几位足球爱好者改建而成，面积约900平
方米。 新华社发（冯磊 摄）

6月3日，在江西省德兴市银城镇，一辆小轿车被洪水冲入河道。当日，我国
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贵州、江西等地受灾严重。 新华社发（胡敦煌 摄）

郑州闹市现“楼顶足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