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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候选人公示
东方市华侨农场经济区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标于

2015年09月15日 08:30在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

招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四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5年 9月 21日。公示期内，如对上

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纪检组

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25580356。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64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长沙桐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海南三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本院查封的
被执行人海南三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
57号执信怡心园A栋 2层商场B房产（证号HK226587，建筑面积
1528.43平方米）进行现值评估和处置。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
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五年九月二日

文昌市影剧院铺面拍卖公告
（第151013期）

受委托，兹定于2015年10月13日15时在文昌市文城镇庆龄路8号凤
凰城大酒店四楼钻石厅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1、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
建路27号2227.03平方米文体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文国用[2005]字第
W0103003号）及该地上2317.4平方米建筑物（文昌市影剧院）。参考价：
人民币717.76万元，竞买保证金：150万元。2、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沿江西
路7号（电影公司集资楼）第一层铺面122.96平方米（证号：文昌市房权证
文房证字第30563号）。参考价：人民币180.4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
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0月10日17时止。缴交竞
买保证金时间：竞买保证金必须在2015年10月12日17时前到账。办理
竞买手续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12日17时前到我公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吴先生 36307150
陈小姐，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讣 告
海南省作家协会副巡视员鹿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9月 16 日 5时 47 分在三亚逝世，享年五十二

岁。定于2015年9月18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殡仪馆举

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海南省作家协会

2015年9月17日

“海南老字号”
寻找

“兴垦强军·我与预备役部队”
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 海南省农垦总局 海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主题征文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刘贡）
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模拟考”成绩公
布后，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首席专家、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鲍宗豪教授
今天上午在海口市委市政府，对2015年
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测评指标要
求进行了说明，详细分析了测评结果，直
接指出了海口“创文”失分的“软肋”，希
望促进问题整改，提升迎检水平。

城市硬件历史欠账多

测评员在每天早高峰或晚高峰期间
记录到，海口许多重要交通路口闯红灯
现象普遍，同时记录下来一些交通路口
无信号灯或信号灯损坏，有些路段甚至
没有盲道、缘石坡等无障碍设施，或者盲

道破坏、被占用，人行道、盲道损坏、坑洼
积水，黄土裸露。此外，主次干道上人车
不分道行驶，机动车、环卫车、非机动车
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上乱停放。测评
发现，海口存在一些消防设施损坏、过
期、无法使用，或无消防设施，消防通道
被堵塞、占用的现象。

鲍宗豪认为上述问题均是城市基础
设施薄弱的反映，说明客观和历史的欠
账多。

海口基础设施的短板显而易见，但
可喜的是目前海口已拿出4亿元用于城
市背街小巷的改造，3年创建期间还将
投入十几亿元加大城市道路、公共设施
等改造。专家建议，要把群众对创建文
明城市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民生工程。

六小门店、窗口行业不规范

实地测评时发现，海口一些社区无
综合文化服务站或无文体活动，或社区
楼道小广告乱张贴、楼道乱堆物、乱停
放现象普遍；六小门店（小餐馆、小理发
馆、小洗浴、小店铺、小娱乐场所、小网
吧）存在无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过期、
无卫生许可证、无健康证，或者未亮证
经营，公共用具无消毒记录等；窗口行
业未在显著位置展示行业服务规范，无
投诉处理机制、投诉记录，个别商场发
现过期食品。

对此，鲍宗豪认为，以对老旧社区
的投入改造为契机，海口可以不断提
升社区治理水平，营造文明幸福社区

的氛围。改造老旧社区，已经表明了
市委市政府对“创城”为民、“创城”惠
民的决心和行动，所以，海口的干部群
众要抓住这一难能可贵的历史机遇，
在加大基础设施改造力度的同时，不
断创新社区治理。

具体操作上，鲍宗豪建议要充分调
动街道镇创新社区治理的积极性，相关
委办局要将能下放的职能尽量下放，调
动社区单位的积极性。

问题暴露城市社会治理水平

此次模拟测评因学校还未开学，所
以未成年人这一项没有测评。统计的另
外10项测评内容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培育文明道德

风尚、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诚信守法的
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
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长效常态的创建
工作机制。

测评分析报告中，虽然模拟测评结
果说明海口“双创”以来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一些街道、镇的测评分数还有待
提高。

专家认为，通过模拟测评在实地考
察和问卷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既是
海口市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存在的
问题，又反映了海口市城市治理、社会治
理的水平。

专家指出，能否全面充分动员各种
社会力量参与创建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因素。

专家剖析模拟测评，直指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失分之处

海口“创文”还有哪些“软肋”？

我是东昌农场武装部副部长，也是
海南预备役师某高炮团的一名副连预
任军官，多年来，预备役官兵在服务农场
经济建设、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我有着
深刻印象，今天我就要讲述东昌农场涌
现出的一位优秀预备役官兵的英雄故
事，他就是海南预备役师某高炮团原预
任副连长、生前任东昌农场社会事务综
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梁统安，去年在
抗击“威马逊”超强台风的战斗中，由于
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因公殉职。

去年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
袭击海南，在场部参加完防台部署动员
大会后，梁统安马上下到科室联系点18
队、20队，布置防台风工作。他挂钩负
责两个生产队共有426名村民。为了
把居住在危房当中的职工群众转移到
安全地方，他带领抢险小组，走遍了2
个队9个村庄的每个角落。每到一户
村民家中，他都要仔细地查遍每一面墙
壁、每一道横梁，确保没有一丝裂缝和
漏水，他才放心前往下一个住户家。

一整天，梁统安都“泡”在基层，即
使在台风不断加强的时候，还在陆续地

转移人员。村民简召明新盖的瓦房不
坚固，梁统安冒着风雨赶到他们家，劝
说他们转移。当天两队共有59人及时
安全转移。得益于此，台风肆虐期间，
两队无人员伤亡。

7月19日，超强台风终于离开，但
东昌农场已是满目疮痍，灾情十分惨
重，家园亟待重建，生产需要恢复。上
午8时，梁统安不顾身心疲惫，带着科
室的同事再次来到了科室联系点。为
了开出一条小路方便职工群众骑摩托
车进出，购买生活用品，他手拿砍刀，和
同事一起用两个小时抢通了一条约
500米的通道。他还和生产队干部一
起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灾情，掌握第一手
资料，为灾后重建积极进行谋划。

这两天他整个休息时间算起来还
不到5个小时。7月20日风后的第三
天，还是上午8时，农场组织机关全体
人员在机关周边扶树。他重活累活抢

着干，没有说一声苦、也没有说一声
累。当天下午，农场安排时间给大家去
管理自家的承包地，他对妻子说，身体
不舒服，就不去地里了，让妻子自己去，
谁知这段看似平常的话语，却成为梁统
安留给妻子的最后声音，这一别竟是生
离死别，大强度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
下午19点30分他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
效，永远离开了我们。

其实，早在7月上旬，梁统安因感
觉身体不适，就到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检查，“急！马上住院！冠心病。”由于
心血管狭窄，医生要求他立即做心血管
放置支架手术。可就在7月15日，他得
知超强台风“威马逊”即将从文昌登录
袭击海南的消息，东昌农场与文昌交
界，势必将受重创，灾情就是命令，他心
急如焚，找到主管医生要求出院，医生
向他说明，他有劳力性胸痛，出院可能
再发心绞痛，存在心脏性猝死风险！

梁统安没有犹豫，在这张已经说明
他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医患沟通书上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当天下午
返回了东昌农场。事实上，梁统安不仅
对同事们隐瞒了真实病情，就连妻子，
直到梁统安去世才知道他的病情究竟
有多严重。去世那天，他曾去拜访了农
场一位也做过心血管支架的老干部，咨
询关于做这项手术的事宜。但是，一切
都为时太晚了，他没有等到做手术的日
子，就倒在了这片他深深眷恋的热土，
把无尽的哀思和怀念留给了深深爱着
他的亲人和全场职工群众。

“平时，梁统安也是干一行爱一行，
一心扑在工作上，服从安排，场党委安
排的各项工作任务他都能出色完成，且
从不推诿、叫苦。”梁统安2010年调到
农场综治办，军人出身的他认真负责的
工作，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完成组织交办
的各项工作任务，尤其是对调解群众纠
纷很有一套。2012年在他的带动和努
力下，全场建立场、区、队三级人民调解
组织。此项工作也得到海南省司法厅
的充分肯定，2014年农场调解委员会
被琼山区评为“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

梁统安：暴风雨中飘扬的一面旗帜
东昌农场武装部副部长、预备役师某高炮团副连预任军官 梁其山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张中宝）
备受关注的首届“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
活动启动报名申报工作以来，我省各市
县商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积极组织企
业或会员单位进行申报，同时多个知名
老牌企业也踊跃申报“海南老字号”，目

前已提交材料申报的企业超过100家，
经审核符合要求条件的已有50多家。

“申报工作启动后，各市县商务部
门，以及海南省潮汕商会等相关行业协
会积极行动，向组委会推荐符合条件的
企业，这充分说明参与‘海南老字号’申
报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得到了各相关部
门及各市县的支持，形成了强烈的社会
反响。”海南省商业会会长刘宏和说。

今天记者从“海南老字号”评审认
定工作委员会了解到，这些申报的企业
中，有椰岛、椰树、春光、南国等品牌，同

时也有海建集团、昌炜集团、龙泉集团
等知名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申报过程中，
不少市县商务部门积极配合，组织当地
企业积极申报“海南老字号”，目前除了
临高已积极组织10多家符合条件的企
业组团申报外，还有文昌也组织了8家
企业进行申报。

根据活动进程安排及调整，10月
份，“海南老字号”候选名单将在南海网

“寻找海南老字号”的专题网页（http：//
nanhai.hinews.cn/zt/hnlzh_index.

php）上进行公示，届时公众可以进行
投票。在经过网络投票及专家投票产
生最终结果后，计划11月4日在海口举
行首届“海南老字号”颁奖及授牌大会，
将对获选的“海南老字号”进行授牌。

据悉，首届“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活
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省商业会主
办，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海
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金盛达家居建
材商城）、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椰岛酒业有限公司和海南省国
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

首届“海南老字号”申报接近尾声

11月将举行颁奖授牌大会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吴盛铬）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省农垦总局国
营三道农场场长陈泽忠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

三道农场场长
陈泽忠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刘晓理）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陵水黎族自
治县教育与科学技术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尹长安
因受贿日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查，尹长安在担任陵水县教科局副局长、局
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教育设备采购项目
和基建工程项目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
人钱款共计人民币202万元。2015年2月10日，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尹长安有
期徒刑十一年。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陵水县纪委常委会、
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尹长安开除
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陵水教科局原局长
尹长安被“双开”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尹义龙）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坤分公司原总经理陈奕
雄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海胶集团中坤分公司
原总经理陈奕雄接受调查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李丹）今天上午，由省总工会主
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海南职工法律知识
竞赛活动决赛在海口举行。海南核电有
限公司工会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捧回金奖。

省总工会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广大
职工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活
动开展以来，各市县工会踊跃报名、积极
参与，经选拔赛产生的6支优秀队伍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

经过必答环节、问答环节、抢答环
节、风险环节等决赛的4轮角逐之后，海
南核电有限公司工会获得金奖，海南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海南电网工会获
得银奖，省直机关工会、临高县总工会、
儋州市总工会获得铜奖。

组委会将选派3名优秀选手，于今
年10月代表海南参与全国职工法律知
识竞赛总决赛。

省总工会举行
“中国梦·劳动美”职工
法律知识竞赛

本报屯城9月16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邓积钊）15日上午，屯昌县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屯
昌县规划馆召开，屯昌是全省最后一个成
立文联的市县。会议全票通过了《屯昌县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草案）》，与会代
表选举出19名文联全委会委员，倪明六、
韩福元分别当选文联主席、专职副主席。

据悉，屯昌县文联核定财政预算管理
事业编制2名，领导职数5名，其中主席一
名、副主席3名、秘书长1名。

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扈大荣说，屯昌虽
然是全省最后一个成立文联的市县，但是
屯昌有着优厚的文学积淀和人文基础，必
将发挥其独特优势，成为后起之秀。

屯昌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成立

本报老城9月 16日电（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吴开心 邓世贵）海南省汽车维
修车身涂装（水性漆）技能竞赛暨第七届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汽车维修车身涂装（水
性漆）技能大赛海南省选拔赛今天在省技
师学院拉开帷幕。来自全省66家汽车维
修企业的68名选手今天参加了理论考
试，明起进行实操比赛。

此次竞赛由省交通运输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
省道路运输局承办，省技师学院、庞贝捷
漆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协办。

据悉，竞赛为期3天，分为理论知识
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两大部分。竞赛综
合成绩前两名的选手将代表海南省参
加 2015 年中国技能大赛 —— 第七
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汽车
维修车身涂装（水性漆）竞赛全国总决
赛，第3名选手作为后备选手。

我省举办
汽车维修技能大赛

9月16日，在海口市海南海警一
支队码头，海警官兵清点涉嫌走私的
冷冻肉品。

据了解，9月13日，根据群众举
报，将有一批走私冻品从海口新海村
新建客运码头入岛。当晚22时许，在
该码头，船名号为“桂钦168”和“桂北
35228”的两艘船只偷偷地向“赣
K68525”等6辆冷藏车卸货。等候
多时的海警官兵当场查扣涉嫌走私冷
冻肉品约200吨。

经初步检查，这些冻品主要是鸡
爪、猪蹄、牛肚、牛杂、牛百叶等，均无
检验检疫相关证书。目前，该案件已
移送海口海关缉私局作进一步处理。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吴意 摄

海警查获约200吨
涉嫌走私冷冻肉品

本报金江9月16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
欣茹）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纪委获悉，澄迈县纪委对
近期3起超标准用餐问题进行公开通报，进一步
释放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和越往后执
纪越严的信号。

今年6月29日，福山镇花场村党支部组织
党员参加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活动后在福山镇
某酒店集体用餐，用餐人数为 73 人，共消费
6080元，人均消费约83元；6月28日，福山镇官
族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到临高接受红色革命教
育，活动结束后在临高县城某饭店集体用餐，用
餐人数为27人，共消费2300元，人均消费约85
元；6月16日，大丰镇富文音作业区官居民小
组33名居民到老城开发区商量拆迁事宜，在老
城镇某饭店集体用餐，用餐人数为36人，共消
费2018元，人均消费约56元。

上述的3起公款消费用餐，用餐标准违反
了澄迈县误餐补贴不超过每人每餐40元的规
定，造成了铺张浪费。鉴于上述费用为正常活
动开支，且尚未报账核销，县纪委决定对花场
村党支部书记冯开武、村委会主任吴清发、官
族村党支部书记符志春、村委会主任符祥旭、
富官居民小组组长劳俊杰、副组长劳声旺进行
约谈，并责成参加活动人员自行承担用餐超标
部分。

澄迈纪委通报要求，全县党员干部要从上述
通报的问题中汲取教训，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杜绝违规公款吃喝、公
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顶风违纪行为和虚开、
多开发票套取财政资金用于公款消费等隐性“四
风”问题，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踩“红线”、顶风违
纪的行为要坚决查处、严格问责，并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

澄迈通报3起
超标准用餐问题

本报保城9月16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
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亮 黄秋娜）今天上午，海南保
亭椰泽坊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合作成立的“椰子产品加工基地”正式揭
牌。这标志着该企业与科技开始联姻，进一步驱
动产业发展。

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导意见的实
施，中国农科院椰子研究所将从科研技术方面给
保亭的椰子油生产提供支持，不断促进生产技术
的改进和产品更新。

海南保亭椰泽坊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什玲镇坚
固村，是我省首家自主研发生产的椰子油加工企
业。2013年10月公司生产的椰子油产品正式投
产上市，通过近两年的发展，目前公司日生产椰子
油达700斤左右，在全国各地建有300多个销售
网点。

该公司厂长冷长江说，此次与中国农科院的
合作，是一个发展契机，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生产设
备，创新和提升公司产品。

保亭首家“椰子产品
加工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