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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依法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
定安县定城镇岳崧路与栖凤路交汇东南处槟榔加工基地原籽加工车
间的房屋［房屋证号为：房权证定城镇字第0011773号］3374.19平方
米及房屋所占土地34.98亩。

参考价：12149622.5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500万元人民币。
现将拍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9月30日10时；
2、拍卖地点：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9日11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9月29日11时前到帐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9日17时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
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1号（如代缴
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联系电话：（0898）68528518、13322069388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中机大厦12层西区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1058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1号
海南大学是中国教育部、财政部与海南省政府共建的国家211工

程重点大学，于2014年成功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举办旅游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从而成为中国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
精英俱乐部中的重要一员,现面向社会招生。

培养目标：旅游管理硕士（MTA）是面向政府部门及旅游机构培养
高层次、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的现代旅游业应用型人才。
报名条件：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历）并有3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者，或具有大专及高职高专学历并有5年及以上工
作经历者。报名方法：考生先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至10月31
日，每天9:00-22:00），再现场确认（2015年11月中下旬），网址：研
招网http://yz.chsi.com.cn,或教育网http://yz.chsi.cn。考试与录
取：考试初试在2015年12月26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
17:00)进行，考试科目：《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和《英语二》，海南大学
将在教育部基准分数线基础之上，自行确定复试分数线，按一定比例
进行差额复试，并最终择优录取。学位授予：颁发由教育部核准认定
的旅游管理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联系电话：0898-66183211（刘老师）E-mail: 1070584599@qq.com

招生地址：海南大学旅游学院8号教学楼202室海南大学MTA
教育中心

海南大学2016年旅游管理硕士
（MTA）招生简章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3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
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
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
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
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
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
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
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凡有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
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

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
申请时间：2015年09月14日08:00至2015年10月14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

年10月1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10月16日08:30至08:40
开标时间：2015年10月16日08:50
投（开）标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

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9月14日

宗地号
2015-33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106836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0.55

建筑密度（%）
≤35

绿化率（%）
≥30

建筑限高（米）
≤35

出让年限
40

保证金（万元）
4889

起始价（元/平方米）
585

投资总额（万元）
≥32551.69

根据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3）儋法执字第677-2号执
行裁定书，经海南省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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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被执行人海南洋浦爵
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一号公路北侧
11333.3m2土地使用权（证号：儋国用（三都）字第15585号）进行
公开拍卖，参考价：3907266.4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现将第
三次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2015年9月30日下午16:00；
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大厅；
竞买标的展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8日

16:00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9月28日16:00前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9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
心6层；

1、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

2、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6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3、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公司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6号

9月12日下午，京东网购一批爱心家
电送到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京东三沙
城市合作点”和“京东家电网购合作点”也
于当天正式在三沙授牌。同时，标志着京
东全品类在祖国南海边陲三沙市都能网
购到，京东配送实现了海南全境覆盖。

“京东三沙城市合作点”三沙挂牌
自2012年三沙市揭牌成立，一座美

丽的海上新城正在南海不断成长，当地交
通设施也不断完善，但配送流畅仍存在困

难。此次“京东网购进三沙”公益活动，京
东特别安排了含大件仓、配送部等在内的
代表，给三沙送去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以及东升果蔬、洁灵牙膏、依立紫砂锅等
商品，让当地老百姓享受到了京东物廉价
美的正品行货。

在当天的仪式上，京东华南大件运营
中心总经理王有震亲自将“京东三沙城市
合作点”牌匾交于三沙市永兴岛上的超市
主管陈薪合手中。据介绍，“京东三沙城

市合作点”是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先生特
批成立的全国首个市一级合作站，旨在通
过政府的统一组织和引导，一方面推进当
地渔业电商化，助力西沙诺丽、文化定制
品、海鲜等三沙特产网上行，让全网用户
在任何地方都能购买到三沙的特产；另一
方面发展京东的推广员，在当地推广京东
正品与解决配送和售后的问题。

王有震表示，京东举行此次公益行
动，不仅可以和三沙当地居民建立一个良

好的沟通机制，还借助此次行动，将京东
网购的便利性带给当地的消费者，让大家
充分体验到如北上广等城市一样快捷的网
购服务。

京东实现对海南全境配送
据介绍，早在2011年9月，京东华南

配送部就与三沙的邮政合作，将中小件商
品配送至永兴岛。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
年至2015年间，三沙市产生的京东自营
的有效订单，包括手机数码、个护化妆、图

书、小家电等高值体积小的商品。当地居
民还曾在京东商城留言，希望能在京东能
网购到大家电类的货品。

此次“京东网购进三沙”公益活动，也
是京东大件物品首次以体验方式走进三
沙，进一步解决当地“大件物品”购物难
的问题，实现“大件商品”全岛覆盖。“我们
京东已授予三沙‘京东家电网购合作点’，
计划在当地开启大件商品物流配送的绿
色通道，让三沙市人民体验京东便捷的物

流配送。”王有震如是说。
京东方面透露，京东华南配送部海南

片区将在2015年9月底前，自营站点将覆
盖除海南省20个市县中除三沙市以外其
他全部市县；2015年10月底前，自营站点
将全面覆盖海南省336个四级地址（包含
镇、乡、农场）。

据了解，京东将全面整合资源，进一
步拓深、优化在海南的配送业务，并结合
海南特色开展相关活动。

“京东三沙城市合作点”挂牌 祖国南海边陲也能网购

招标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招标的琼海市塔洋镇等14个土地

整治项目可研和勘测设计，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一、项目概况：共分
为 14个项目，分别为项目 1：琼海市塔洋镇里文洋基本农田建设项
目；项目2：琼海市嘉积镇军屯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目3：保亭县什
玲镇什教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目4：保亭县什玲镇椰村洋基本农
田建设项目；项目5:五指山市番阳镇什共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
目6：琼中县营根镇那柏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目7：屯昌县屯城镇
屯昌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重点项目）；项目8：定安县龙河镇光岭洋

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目9：澄迈县瑞溪镇大坡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 10：澄迈县金江镇刘家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重点项目）；项目
11：临高县临城镇金龙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重点项目）；项目12：
临高县博厚镇尧科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目13：白沙县细水乡福
门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项目14：乐东县抱由镇向阳村基本农田建设
项目(重点项目)。二、招标文件获取：2015年9月14日至18日8:30
至17:30登陆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
价 500元。三、投标人资格：详见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
（http://www.hizw.gov.cn）。四、招标代理机构：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陈工18789777371。

这是9月14日拍摄的位于沈阳市南塔鞋城附近的沈阳
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流动派出所。

当日，28家流动派出所正式在沈阳挂牌成立。这些流动
派出所根据地区治安秩序情况设立和撤销，主要分布在沈阳
市城乡结合部、医院、校园等周边治安问题复杂地区，具有打
击犯罪、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诸多职能。 新华社发

本是一盒不到8元的普通药，医院中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
元。物美价廉本应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欢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关键时刻一
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廉价救命药缘何“一药难
求”？“输”了市场却“赢”了“黑市”，症结何在？

不久前，杭州萧山区一位出生
不到8个月的韩果果患上婴儿痉挛
症，进入浙江省儿童保健院进行治
疗。医生说，用注射用促皮质素
（ACTH）是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但
医院没药，很多都是病人自己想办
法买药。

打电话向多家医院询问无果
后，孩子母亲周女士8月15日将求
助信息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看到信息后，武汉协和医院心
外科主治医师陈澍马上在医院内
部系统搜药，也无货。他随即转发
求助信息，多方寻找发现武汉基本
无药，而且全国多地相熟的医学界
人士都反映各自医院也无药。还
好，最终有热心人联系得知上海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药。8月16
日晚上，两盒ACTH连夜送到孩子

父亲手中。
但并不是所有类似患者都会

像韩果果一般幸运。在福建，一
岁零10个月的婴儿痉挛症患者小
宸正躺在漳州市一家医院里，从
春节开始他就断药了。他母亲告
诉记者，之前帮忙买药的人说已
经买不到药，“黄牛”本来同意以
8000 多元两盒的价格卖给他们，
但犹豫之时，却被别的患者家属
买走。事实上，一盒 ACTH 正常
只要7.8元。

记者发现，这些婴儿痉挛症患
者都面临着同一种困境，长年以来，
患者家属不停地在网上发帖找药，
患者家属聚集的找药qq群、微信群
也数不清。一位患者家属称，在北
京一家大医院患者需自己准备28支
ACTH才可以住院。

寻找ACTH
很多都是病人自己想办法买药
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患者需自备28支ACTH才能住院

记者通过多方调查发现，目前在网
上能搜到的ACTH的生产厂商基本上
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一家。
针对韩果果事件，该公司发出声明，为便
于患者获取有关ACTH的信息，已经设
立专线提供有关服务。小宸的母亲致
电该专线，接线员给了她一个业务员的
电话，拨通后业务员却直接表示没有药。

目前，黑市上的ACTH价格惊
人。在一个有关婴儿痉挛症的qq群
里，群成员达到1944人，包括不少患
者家属及“黄牛”。记者发现，一盒
ACTH被炒到了4000元，相当于正
常价格的500多倍。

一位药品销售商透露，ACTH一

盒只卖7.8元，利润只有2％，再加上需
求量很少，很多厂商不愿意生产，分销
商也不愿意备货。上海医药总公司一
位销售经理说，作为全国第二大的药品
分销商，他们目前ACTH的库存也只
有两箱，每箱100盒。而他们一般的药
都有几万箱甚至几十万箱的储备。

在医院里，受长期以来以药养医
的体制弊端影响，一些医院会选择进
贵的替代药而不是便宜药；在备货方
面，据医务人员反映，这些药品需求
量不是特别大，如果长期备药不用会
造成浪费，医院索性就不进货。

但是，“黑市”中的药从哪里来
的？一位大型医药公司的销售负责

人告诉记者，黑市里流出的真药，绝
大部分是“黄牛”通过一些医药公司、
医院的渠道弄出来的。业内人士透
露，一般是黄牛通过适用这个药的其
他病症，将药品开出来，或者跟一些
医院的医务人员、医药公司工作人员
私下操作获得药品。

近年来，不少类似好用的廉价
药，如“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
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都曾
出现紧缺。浙医二院普外科副研究
员、博导龚渭华说：“非常好用的磺胺
药人工合成抗生素、多粘菌素也出现
过紧缺，尤其是多粘菌素，最近很多
人在找。”

一盒7.8元ACTH被炒到了4000元
黑市里流出的真药，绝大部分是“黄牛”通过医药公司、医院渠道弄出来的

记者梳理医院、分销商、厂家各
个环节发现，缺失的救命药往往具备
四大特点：生产厂家有限；产量少；需
求量有限却超过生产量；价格低廉。
尽管相关部门对特殊药品有定点生
产的相关政策保障，但现实却是生产
厂家、商业公司、医院与患者“共输”。

业内人士指出，便宜救命药紧缺
的重要原因是价格、分配管制和以药
养医的体制存在弊病。在药品价格
管制的情况下，药厂生产这类药物长
期亏本或者至少不赚钱。

“这种孤药一旦某个生产厂生产
能力稍有波动，就马上面临全国断
货。”陈澍说，而且国家管制这些廉价
好用药的分配，导致某些用量大的单
位和某些无此需求的单位拿到的药

物数量相当。
陈澍认为，放开对药物的价格和

分配管制，让企业自主定价，有自由
市场竞争，药品最终将处于一个合理
的价格水平而且不至于长期短缺。

“应考虑建立自由竞争的医疗保险市
场，来保障患者遇到罕见病时不至于
无钱支付。”

据了解，目前针对一些用量少、
但临床必须的便宜好用药，国家制定
了相关政策来保障，比如定点生产、
国家统一购买等，但是缺乏细化指
标，缺乏严格监管以及问责制度，使
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落实。

遏制“黄牛”也是重要举措。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乳腺外
科副主任医师贾书生表示，应严格执

行处方药管理制度，无医生处方决不
能随意销售；同时监管部门应该把医
疗机构对孤药的销售管理纳入监管
范围，对违规的员工及机构严格按相
应法规处理。

贾书生说，对于这些药品的生产
厂家，国家可以进行定点定量生产，
统购统销，或者建立特殊药品储备，
让企业的产销没有后顾之忧，并有一
定收益。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麻醉科首席
医生白浪认为，应建立特殊药品数据
库来帮助患者查询、及时调货。政府
可以通过规划设计，给商业公司补
贴，让其保障在一定区域内的药品储
备能满足一定人数的使用量。

（新华社杭州9月14日电）

“孤药”如何才能“不孤”？
便宜救命药紧缺的重要原因是价格、分配管制和以药养医的体制存在弊病

物美价廉的好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

廉价救命药为何“黑市”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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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28家流动派出所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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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乘客乘坐229路3D海底世界主题公交车出
行。

当日，长春公交集团北达公司229路车队3D海底世界
动漫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运营，该车车身与车厢内部均以蓝
色“海底世界”为主题进行创作，配以生动逼真的3D立体画
作，让乘客仿佛置身于穿行在城市间的“水族馆”内。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3D海底世界动漫主题公交车亮相长春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专电（记者陈昌奇）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2.74亿元，受害人遍及西安、咸阳、宝鸡等地，陕西陈仓
热力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近日公开宣判。被告人刘
凤林、何德林等6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年至六年不等。

陕西陈仓热力有限公司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期间，与
3055名被害人签订借款协议书4218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74亿余元（已兑付1.47亿余元）。

陕西宝鸡一公司
非法吸储2.74亿元
6人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