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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仅有的

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

院校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6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80名，

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 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地点为准。3.打印准考

证日期：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6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共
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口海事法院船舶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陈日沈、

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海南省三亚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被执行人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琼
三亚F8138”号船舶进行评估、拍卖，执行中本院依法扣押了被执
行人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琼三亚F8138”号船舶。现依
据生效的（2015）琼海法执委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成立了
船舶拍卖委员会，定于2015年11月13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对该船舶进行公开拍卖。展示时间：2015年10月10日—
11月12日；展示地点：船舶扣押地——海南省三亚港。凡与该两
艘船舶有关的债权人、优先权人、抵押权人应自公告最后一次发布
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
受偿的权利。联系人：夏小华 电话：0898-66160119凡欲购船者
请于2015年11月9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为：人民币200万元。联系人：姜凌 电话：0898-
66160113；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附：琼
三亚F8138号船技术参数：船舶建造日期：1998年6月15日，船籍
港：三亚港，船体材料：钢质，船舶种类：渔业加工船，航区：远海，总
吨位：3394吨，净吨位：1900吨，总长：100.88米，船长：94.50米，
船宽：15.20米，船深：8.30米，设计吃水：4.00米，主机总功率：
1618KW，评估价：人民币1410万元。 2015年10月10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中土环资告字[2015]002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
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十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02001-A-01～04
02001-A-05
05001-A-06
02001-B-01
02001-B-02
05001-B-03
05001-B-04
05001-B-05
05001-B-06
05001-B-07
05001-B-08

地块位置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红岭综合开发区

地块面积（m2）

415006
9770
9784
11788
27766
60486
16071
23019
15927.8
26493
9499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容积率≤
1.06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建筑密度≤（%）
35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绿地率≥（%）
50
5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建筑限高≤（m）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出让年限(年）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挂牌起始价（万元）

25611
528
529
637
1500
3268
869
1244
861
1432
514

竞买保证金（万元）

25611
528
529
637
1500
3268
869
1244
861
1432
514

规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
买申请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
定账户，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出让金。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15年10月19日至2015年11月10日到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用地规划股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10月19日至2015年11月11日到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用地规划股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以竞买保证金
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15年11月11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1月3日上午

8:30分（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1月13日上午10:00时
（北京时间）。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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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
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
作受让地块的出让价款，余款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2、开发建设期
限：开发企业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
设。如不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经县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使用权。3、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
含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4、受让
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5、受理
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
外。6、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先生、李先生
咨询电话：0898-86225309、65303602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14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XZ201509HN0101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60%股权，挂牌底价234万元，另40%股权由该公司职工
以本次公开竞价成交的每股价格认购。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
27日，注册资本200万元，经营范围：劳务派遣与管理（限于国
内）；业务外包、开展就业培训；提供劳务服务；人力资源项目策划
开发等。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三亚、定安、琼中设立了分公
司，合作企事业单位近70家，成为海南省内从事第三方人力资源
服务专业机构。截止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0日，海南天涯人
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2243.38万元、总负债1944.77
万元、全部股东权益388.96万元（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 海南
正理评报字［2015］第023号）。报名需缴纳竞买保证金100万
元，公告期：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0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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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省图书馆正门
对面），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0月14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88号

根据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
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被执行人海南东银贸易有限
公司、颜约琼、钟国磐、王运机、蒙素怀、钟素萍、钟素心合同纠纷一
案。在原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4年10月29日诉前保全查封了被
执行人颜约琼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路23—2号大骅商厦1层112#铺
面（证号：海房字第HK137243号）房产、被执行人钟素萍名下位于海
口市龙华路23—2号大骅商厦西侧313、314、315、316、317、318、
319、320、321、322、323 共 11 套房产（证号分别为：海房字第
HK137207、137214、137216、137218、137220、137222、137224、
137226、137228、137230、137231号）、被执行人王运机、钟素心名
下位于海口市群上路88号美舍名家4—106、4—105号共两套商铺
（证号分别为:海房字第HK163361、163362号，共有权证号分别为：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63361—1、163362—1号）及被执行人
钟国磐名下位于海口市群上路88号美舍名家4—110房（证号：海房
字第HK163357号）房产。现本院拟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处置，如案
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
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
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0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本报椰林10月13日电（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杨小莉）海南法院司法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正逐步走向深入。按照省高
院部署，陵水黎族自治县法院于日前率
先在全省启用民事案件庭审新布局，原
告席、被告席由过去的相对而坐，变为平
行横向设立，使民事庭审减少原被告的

“对抗性”，为我省法院民事案件建立新

型庭审布局作出了有益尝试。
据了解，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施，人

民法院立案门槛进一步降低，各类民商
事案件收案大幅增长，民商事审判工作
压力增大，为进一步缓解民事审判工作
压力，陵水法院决定在司法形式上进行
改革，采用新的庭审格局，一是将现有的
审判台、书记员席设置保持不变，即审判

台列于审判法庭正后方，书记员席列于
审判台正前方；二是原告席、被告席由过
去的相对而坐改变为平行横向设立，共
同面向审判台；三是增加证人、鉴定人
席，其席位列于原告席和被告席之后，正
中间面向审判台。

此外，针对庭审当事人不能即时了解
庭审笔录内容的现状，陵水法院还在审判

席、原、被告席、证人席分别安装了同步记
录显示屏和投影幕布。显示屏幕和投影
幕布上同步显示着书记员正在记录的开
庭笔录，法官、当事人、证人和旁听人员能
即时看到书记员记录的内容，不需要法官
提示，当事人可根据书记员记录的速度，
适当加快和放慢讲话速度，同时还能即时
校验庭审笔录，随时更正内容。

陵水法院表示，通过将原告席、被告
席平行横向设立，原、被告共同面对法官
发言，突出了原、被告双方在法律面前的
平等保护，诠释了平等保护的司法审判
理念，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双方当事人相
对而坐、争锋相对状况，有利于减少当事
人之间的对抗，缓和对立情绪，努力实现

“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效果。

陵水法院启用民事案件庭审新布局
原、被告不再相对而坐 新增证人和鉴定人席位

我省深入推动
农房报建工作

试点乡镇将成立“乡镇规划
建设管理所”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成和军）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省22个乡镇深入
开展农村居民建房报建试点工作，尽快完
成村庄规划的编制审批与公示、相关管理
机构和人员到位，加大宣传力度和业务流
程展示，深入细致地推动试点工作。

据了解，2015年我省在22个乡镇
开展农村居民建房报建试点工作。为更
加深入细致地推动试点工作，省住建厅
要求试点乡镇所有行政村、自然村村庄
规划应加紧按规定程序编制完成，并报
经市县政府审批。

同时，试点乡镇应挂牌成立“乡镇规
划建设管理所”，有专门办公场所、电脑
办公设备、外勤交通工具等，保证至少有
2名村镇规划相关专业事业编制人员；
各试点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应挂牌成立
农村居民建房报建受理窗口，安排固定
的业务受理人员。

海南6个产品入编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大典》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陈瑛琦 符传涛）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在北京召开《中
国地理标志产品大典》出版总结表彰大会暨首发仪
式。据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大典》海南分卷收录
了文昌鸡、福山咖啡、白沙绿茶、海南岛盐、和乐蟹、
兴隆咖啡等6个地理标志产品，其中福山咖啡、白沙
绿茶被列入全国69个优秀编撰产品名单。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大典》由质检总局主编，中
国质检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共 59个分卷、
1000余万字，收录了质检总局实施地理标志保护的
1080个地理标志产品，主要由驻地质检部门、地方
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共同编撰并经质检总局审核完
成，内容包括每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地理环境、文化背
景、文化积淀、品牌建设、知识链接等，充分展示了中
国地理标志产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和品
牌形象。

保亭前三季度实现
旅游收入5.58亿元

本报保城10月13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林香云 黄秋娜）记者今天从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旅游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该县旅游经
济保持稳中有增的良好态势，旅游接待、旅游收入、过
夜游客三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据保亭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
县共接待游客3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9.6%；实现
旅游收入5.58亿元，同比增长29%；全县接待过夜
游客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6.8%。1—9月，呀诺
达、槟榔谷、七仙岭三大景区共接待游客246.6万人
次，同比增长 18.9%，其中呀诺达景区接待游客
16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槟榔谷景区接待游
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七仙岭景区接待游
客5.5万人次，同比增长37.3%。

今年前三季度，保亭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不
断提升旅游知名度。该县以每个季度一个旅游主题
活动为抓手，创新“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媒体联动，
旅行社跟进”模式，把景区、温泉酒店、农家乐和乡村
果园有机串联起来，引导景区、温泉酒店、农家乐山
地美食和果园采摘进行产品组合，以大文化、广营销
的理念，合力推广保亭“雨林温泉谧静，国际养生家
园”的城市形象。

历史文化丛书
《文昌人文史略》出版

本报文城10月13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陈
飞）近日，由文昌市委宣传部牵头，文昌市文体局和
文昌市孔子协会联合编写的文昌历史文化丛书之
《文昌人文史略》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图片，
从文化教育、政要名贤、科举制度、武职将军四方面
介绍了该市人文历史。

“文昌星照朱崖郡，意在东南第几亭”。文昌地
处琼北，建制于西汉，兴学于北宋。在历史的长河
中，文昌经历了从“礼仪之教”到“海滨邹鲁”的变迁，
传颂着从“有华夏之风”到“治声甲于粤”的荣誉，600
多年的人文辉煌，让文昌久负盛名。《文昌人文史略》
是文昌历史文化丛书的开篇之作，翻开《文昌人文史
略》，书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古代科举制的兴
废和文昌千年教育的历史。书中的名贤政要和武职
将军，事迹感人，形象逼真，读后让人受益匪浅。

该书编者介绍，读书旨在关注人文，文昌历史悠
久，在这片人文热土上，不管是耕读、从政、谋商、戍
边，还是艺苑和德行，都有其超群拔萃之人物。书中
人物故事传递社会正能量，是最好的文昌故事，是对
下一代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世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最好教材。

10月13日，在万宁市兴隆一个鱼塘，一群须浮鸥结伴而来，时而快乐飞翔，时而迅速直冲入水捕鱼觅食，成为海南秋
雨中一道充满灵气的风景。

据了解，这群飞翔的“捕手”，学名：Chlidonias hybrida，常栖息于开阔平原湖泊、水库、河口、海岸和附近沼泽地
带。有时也出现于大湖泊与河流附近的小水渠、水塘和农田地上空。须浮鸥在中国繁殖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北部、宁夏、山西、河北、河南、江苏、江西等地。迁经福建、广东、云南东南部、香港、台湾和海南。须浮鸥主要以小鱼、虾、
水生昆虫等水生脊椎和无脊椎动物为食。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曾觉 摄

飞翔的“捕手”

海南淘宝大学

首期新农民电商
培训班三亚开班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胡茂君）“脑门大开啊，关键是
观念得到更新、改变。”今天，在上完电商
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课程后，三亚市崖
州区城东村居民王永能说，以前都是把
瓜菜收了就等别人来收，现在想学习看
看网上怎么自己卖菜、怎么创业。

昨天，由三亚市委农工委主办的海
南淘宝大学首期新农民电商培训班正式
在崖州区开班，吸引了来自崖州区各村
委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50
名代表学员参加。

据悉，此次电商培训班邀请淘宝网
大学的专家讲师，采取5天理论培训和5
天上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免费为农民
学员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主要课程
包括电商现状及趋势、互联网带来的变
化、网上开店的流程及经营技巧、如何做
推广引流和物流及售后技巧等。

理论培训结束后，学员们还将实地
参观淘宝网特色中国·海南馆实训基地，
现场体验参与线上线下流程。

本报椰林10月13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冰 陈思国）今天上午，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滨河南二横路
二中安置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依法强
制拆除一幢高达14层半的违建超高居
民楼。

据了解，该违建居民楼占地面积
288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776平方米，

建筑层数超过了规定的楼高7层，楼房
建成后将部分楼层用于商业出租和对
外公开售卖。

陵水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说，自该幢
居民楼建设以来，有关部门多次对户主
进行劝诫，并从2012年10月至今先后
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
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通知书》、《限期

拆除催拆公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
定书》等8封告知书，但户主仍我行我
素，继续兴建楼房。

为加大打击违法建筑力度，遏制违
法建筑的进一步蔓延，陵水县组成的
拆违行动小组由县公安局、县城管局、
椰林镇及县武装部等单位联合组成，
共出动150人，对该违法建筑进行强制

拆除行动。
据悉，陵水下一阶段将继续在全县

范围开展查处和打击违法建筑大行动，
继续保持打击违建的高压态势，重点查
处和打击重点城区周边违法建筑，使重
点建设项目用地和城区周边抢建之风
得到控制，保障城乡规划顺利实施和重
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规定盖7层却盖14层半，送达8封劝止书仍我行我素

陵水一超高违建楼被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