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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白龙南路65号美府大厦
（原明珠大厦）6套房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HN0056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白龙南路65号美府大厦（原

明珠大厦）6套房。
一、项目简介：美府大厦（原明珠大厦）西邻白龙南路，南临

海府一横路，东临近振兴路、北邻近各邦路。周边有琼苑宾馆、
海南统计大楼、工农建交银行、雅馨幼儿园、美舍幼儿园、水果商
行等，区域为商业繁华区，环境质量优，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全，
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公交有11、13、14、16、27、37等，交通居住
便利。本次转让的6套房目前均为闲置状态。

二、公告期为2015年6月10日至2015年7月8日。对竞买
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孙小姐、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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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该两套房由于长年作仓库使
用，目前为打通状态，每套房可
重新作2房2厅使用

该两套房由于长年作办公室使
用，目前仅用一门隔开，201可
作2房2厅使用，202可作3房
2厅使用

户型为2房2厅

户型为3房2厅

海口市“桂花苑”项目公开挂牌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3HN0024-2号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方）拟以“桂花
苑”项目权益对外招商合作共同开发。受委托，现发布招商公告
如下：

一、合作内容：对招商方拥有的位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
区生活区D区“桂花苑”项目权益（项目资产为：土地使用权面积
15157.41m2，约22.736亩，地上建筑物面积5082.84m2）进行招商
合作开发。

二、合作方式：招商方提供土地权益，合作投资方（即获得本
项目合作开发权利的投资方，下同）提供“桂花苑”项目合作开发
所需的全部建设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项目规
划、设计、报建、建筑安装、绿化以及配套工程等资金。

三、合作收益分配
合作收益分配实行“固定资金收益+实物房产分配”原则，即：
1、招商方收益为：（1）合作投资方向招商方支付846万元的

固定资金，作为项目前期收益。（2）项目建成后招商方分得不低于
15%建筑面积，作为项目后期收益。

2、合作投资方收益为：招商方实物房产面积分配后，剩余房
产面积为合作投资方收益。

四、公告期：2015年 6月10日--2015年7月8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欢迎有意投资者前来我所
报名及索取《海口市桂花苑项目招商合作指引》。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
话：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6月10日

本报椰林6月9日电（记者程范淦）
“谢谢社会爱心人士，谢谢陵水那帮志愿
者。”今天上午，在三亚市农垦医院，陵水
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远景村村民李政孔含
着眼泪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
我家儿子的病真的就没有办法治疗了。

6月6日和7日连续两天，陵水青年
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举行了募捐活
动，共筹集11万多元，为李政孔的儿子
李日庄送上了救命钱。

4月28日，就读在陵水民族中学高
一年级的李日庄给家人打电话说发烧
了。“当时，我就叮嘱他买退烧药吃，可
是，过了两天，就再次接到儿子电话说不
舒服，回不了家……”李政孔说，他当时
立即赶往与儿子的约定地点，直接把他
送到乡卫生院。当晚，打针退烧后的李
日庄又出现40.3度的高烧，夫妻俩连夜

将孩子送往县人民医院，被检查出肺部
感染。此时，李日庄已无法进食，甚至讲
不出话来……随后，李日庄被紧急转往
三亚市农垦医院救治，5月4日李日庄被
推进重症监护室。

据医院的诊断结果显示，李日庄患
肺部感染、脑炎和呼吸衰竭，主治医师邱
医生告诉记者，患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只能通过鼻胃管输
入流食增加营养，目前还在重症室抢救，
未脱离生命危险，而且，李日庄一天的治
疗费用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

李日庄患重病牵动众人心。6日和
7日这两天，陵水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
万华商业联盟等18家爱心企业、商家在
海韵广场举办“心连心 献爱心 手牵手
伸援手”为李日庄同学募集善款的大型
公益活动，爱心企业、商户拿出床垫、厨
具、化妆品、桌椅、电瓶车等常见的用品
进行拍卖，所拍得的善款当场投入捐款
箱中，全部用来帮助李日庄同学，当场拍
卖出35件，筹得20000多元；众多志愿
者和会场工作人员还当场播放视频，散
发宣传单，向过往群众详细介绍李日庄

的情况，号召大家伸出援手，为他捐款；
结果，募捐活动共募集到了 110927.5
元，全部交给了李日庄家人。

李政孔说，除了陵水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募捐外，陵水提蒙乡政府也送来了
3650元；远景村送来9000多元；广郎园
村小组捐了1.1万多元；三亚德兰光明
慈善送来2万多元；三亚南山33观音堂
送来2.5万元；很多爱心人士前来看望，
悄悄留下几百元等等。“真心感谢社会，
感谢爱心人士，都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他
们。”李政孔说。

陵水志愿者协会携手企业、爱心人士为贫困患病学生募捐

两天汇聚11万元 患者有了救命钱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张
云）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纪委获悉，海口市琼山区政
府副调研员兼重点项目推进委员会主任吴涛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琼山区政府副调研员
吴涛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胡坚）
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市吉阳区委日前
对违建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对违建管控查
处措施不力的5家单位和8名干部启动了问责。

据了解，吉阳区委决定对大茅村、落笔村党支
部书记王坚强和李儒贵停职检查3个月；对海螺
村党支部书记罗开富、干沟村党支部书记陈忠儒
和包点单位区城管局、区教科局、区农林局、区住
建局、区妇联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同时，
还将区城管局的曾德信、冯创志、钟金平、陈开俊
等4名相关片区责任人调离岗位。

对违建管控不力

三亚吉阳区5家单位和
8名干部被问责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符朗）
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昌江黎族自治县纪检
监察机关日前对县民政局“不作为、慢作为”的工作
人员和相关领导进行处分，并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经查，昌江民政局聘用制工作人员赵丞在负
责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材料审核工作中，发现
石碌镇所报送的16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材
料不完整，不但没有及时退还石碌镇补充材料，也
没有及时告知当事人，无故拖延搁置，致使邓应秀
等16户申请人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拖延5
个多月仍未审批，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根据有关规定，昌江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决定，对该县民政局局长林素英、分管
领导王瑞安（主任科员）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全县
通报批评；县监察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建议县民政
局按相关规定给予相关工作责任人赵丞辞退处
理。目前，赵丞已被辞退。

昌江辞退民政局
不作为慢作为工作人员
局长被诫勉谈话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刘
佳）利用担任公路管理局领导职务的工作便利，在
公路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项目建设和监督等方
面收受贿赂478万元人民币、港币10万元。6月
9日，海南一中院对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原副局长
段守荣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68年出生的段守荣，大学文化，四川蓬溪
县人。2008年至2014年，在担任海南省交通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站副站长、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和公路管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公路工程项目招投标和工程项目建
设、监督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
先后收受深某某公司总经理李某某、工程包工头
肖某某等单位和个人贿赂共计478万元和港币
10万元。

另查明，段守荣在侦查阶段被追缴及退缴赃
款共计114.2万元、港币10万元，查封涉案房产两
套及车位两个。

海南一中院认为，被告人段守荣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多次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段守荣归案后主
动交代办案机关事前尚未掌握其收受贿赂的大部
分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且犯罪所
得赃款赃物大部分已被追缴，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利用职务便利
受贿480多万元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原副局长段守荣
一审被判13年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本报海口6月9日讯 （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刘彩霞）“请您核对一下信
息，如果没有错误请在这里签字，社保
卡办好后我们会给您送来。”9日上午，
海口市社区网格员协助发放居民医保
参保人社保卡工作进入参保人信息采
集阶段。记者从海口市改创办获悉，全
市1400多名社区网格员将陆续上门开
展信息采集。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海口市秀英区
泰河苑三单元305号房，秀新社区1号
网格员蔡婵娟、陈园正在这里向申领社
保卡的邱晓福一家采集信息，在简单的

完成资料补充和填写登记后便顺利完
成了录入工作。邱晓福告诉记者，以前
自己的社保虽然一直都有按时缴费，但
没有社保卡在手上总感觉没着没落，摸
不着看不见，这次知道可以申领社保卡
后他第一时间进行了申领，不仅如此，
他还动员自己的哥哥、嫂子、孩子一同
进行了申领。

“感觉很方便，不用大热天去社保
点填表排队，而且网格员一直在社区开
展工作，可以说是天天见，对他们也信
得过。”邱晓福一边在核对好信息的申
请表上签名一边笑着对记者说道，网格

员在来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有关的资料，
在电话里已告诉我们需要补充的内容
并约定好时间，准备好后等网格员上门
就行了。

“按目前的工作进度，我们每天大
概要完成30位参保人的信息采集工
作。”蔡婵娟告诉记者，在上门入户之前
网格员会通过电话联系符合社保卡申
领条件的参保人询问其意向，如果需要
申领，网格员将告知其所需准备的材料
并约定上门时间，上门完成信息采集后
会和参保人再次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
参保人在申请表上签名，网格员录入，

制卡完成后再由网格员送上门。如果
遇上无法联系的参保人，网格员将会在
其房门上留下“爱心便条”，进行提示。

据了解，海口市社区网格员上门
办理社保卡申领业务包括信息采集和
发卡两个阶段：6月上旬至7月底，网
格员上门提供社保卡申领登记表给参
保人，现场指导参保人填写登记表后
回收，等待制卡；8月上旬至9月底，制
卡成功后，网格员再次上门发放，参保
人签收即可领取社保卡。至9月底，通
过社区网格员完成21万张参保人的社
保卡发放工作。

海口网格员协助发放社保卡
进入参保人信息采集阶段

6月9日，在海南
中学初中部考点，海
中高三（20）班的考生
们高空抛起复习试
卷，庆祝考试结束。
当日，海南省2015年
高考结束。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兰志军 摄

本报椰林6月9日电（记者李科洲
程范淦）护林员竟带着盗伐团伙非法砍
伐林木。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
护林员胡某被抓了个现行。同时，被打
掉的还有一涉嫌盗伐林木团伙，4名犯
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本案中，被伐林
地面积3.1亩，被伐林木株数202株，盗
伐工具及财物近百万元。

5月 2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森林

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该县文
罗镇龙马村盗伐桉树。该局局长韩联
畴带民警赶到现场后，被现场的景象
惊呆了：卸木机两部、电锯两把、摩托
车 1辆、大货车 1辆。后经进一步了
解，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盗伐团伙。

当时，胡某正穿着护林员制服在
盗伐现场“押阵”。他走过来问韩联
畴：“你是哪里的？我是护林员。”胡某

试图以此表明砍伐行为是合法的，然
后要求民警放行。民警扣押下作案工
具，并坚持让胡某把伐树老板叫过来
了解情况。双方从下午僵持到晚上
11时。

为让对方放松警惕，几名民警和胡
某等人一起去吃夜宵。为引蛇出洞，韩
联畴说：“你们这些人不会做事，你们的
机械我扣押不放了！”韩联畴假意要离

开，胡某将 1000 元塞到韩联畴的车
上。这增强了韩联畴预判胡某是盗伐
者的信心。韩联畴以请胡某等3人到
局里办理手续以放行扣押物品为由，将
他们引到森林公安局。

经连夜审理，胡某供认他以3万元
为报酬（已收预付款3000元），带领盗
伐团伙砍伐林木的事实。目前，此案正
在审理中。

护林员竟伙同他人盗伐林木
陵水一盗伐林木团伙被捣毁

我省小学7月4日、
中学7月11日放暑假
暑假期间不得补课上新课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王波）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
由于本学期提前一周开学，因此我省中小
学2015年春季学期放假时间相应提前一
周，即：小学从2015年7月4日、中学从
2015年7月11日起放暑假，中小学下学
年报名注册时间为2015年8月30日-31
日，正式上课时间为2015年9月1日。下
一学年高三年级可提前两周开学。

省教育厅要求，各中小学校一律不得
利用暑假时间组织学生进行集体补课、上
新课或以各种名目举办辅导班等。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违规补课现象的
监督检查力度，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受理、
核实反映的情况，一经查实要立即予以纠
正，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并及
时将有关处理情况报告省教育厅。

必胜客新菜单
23款新品齐登场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许春媚）中
国休闲餐饮领域的第一品牌必胜客23款
新品美食新鲜上市。据悉，这些餐点涵盖
西式全餐包括比萨、扒类、意面、饭类、小
吃、汤、甜点、沙拉、饮料等9大类。

据介绍，必胜客菜单从2008年起，
每年春秋两季更新菜单，每次推陈出新
25%左右，开启必胜客从披萨专家到
Pizza and More的重要转折，用不断
推陈出新的美味产品吸引消费者。
2015年春季是第14次革新新产品，累
积上市超过300款新口味。

本报八所6月9日电（记者黄能）连日
来，东方市大田镇马龙村村民向本报新闻
热线投诉，因自来水断水一个月，村民们
不得不去几公里外拉水，生活十分不便。

据马龙村村民介绍，今年5月份至今，
连续一个多月时间停水，加上天气炎热干
旱，村民们苦不堪言。无奈乡亲们只好开
着农用三轮车，去附近的水塘河沟拉水，一
般拉一大桶水只够用3天。村民告诉记
者，饮水、做饭主要靠买瓶装的矿泉水，洗
澡和洗衣服只能用户外水塘里的水。

据东方市自来水公司副经理符海江介
绍，马龙村供水问题，由来已久，主要原因是
地势高，水压低，供水困难，加之今年天气干
旱，东方主城区错峰供水，供水紧张加剧。
目前，东方市自来水公司正研究解决。

东方市马龙村
已停水一个多月
自来水公司正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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