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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等规定，东方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二环北网点装修工程项
目施工单位。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招标项目名称:二环北信用社网点装修工程项目
三、招标文件编号：东农信发[2015]92号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装修单位营业执照必须是在海南省工商部

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装修单位，且具有国家建设部门核发的
装修工程专业二级以上（含二级）资质；安防、消防工程施工须具有海
南省公安厅及消防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无商业贿赂、涉税、信用等
不良记录；在信用社网点装修过程中，工程质量优良的单位予以优先
考虑；开标前两天投标单位必须将投标保证金 100万元转到招标单
位指定账户，否则视为废标。未中标者第二天给予退还，中标者 100
万元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先退还50万元，剩余的50万
元待工程进度达到50%后给予退还。本次招标不接受分包、转包等。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 10月 26
日至 11月 1日前到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
47号）三楼办公室报名，在报名时，投标人应提交法人授权书、法人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代表身份证、安全
生产许可证、装修工程专业资质证书、海南省公安厅安防资质证书以
及招标人要求的资质证明等所有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查后
退还，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招标人经初步资格审查合格后才向
其发放招标文件。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海南省农村信用联合社
(www.hainanbank.com.cn)网站及海南日报发布。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25531819/18876059099。
联系人：翁女士 电话：25531819/15008009838。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5年10月26日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招标公告儋州市怡心花园商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5年11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儋州市那

大镇伏波东路20号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儋州市那大镇国盛路与那洋公路交界口东北侧怡心花园

148间临街商业铺面，商铺编号、参考价及面积详见《商铺拍卖目
录清单》（清单备索）

说明：1、儋州市怡心花园项目是儋州市保障性住房项目。周
边交通便利，基础配套设施完善，陆续将有五千多户喜迁新居，潜
在消费需求旺盛，是投资置业的理想之地；2、商铺按面积和起拍
价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共五大类，每份保证金可以竞买任意同
类商铺一间（依此类推）；3、第四、五类商铺整层、整体拍卖优先，
先整体后分块；4、本次拍卖与儋州市银行合作，符合贷款资格的
购买人可用该商铺抵押，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5、《商铺拍卖目录
清单》是本拍卖公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24日止；
展示地点：儋州市那大镇国盛路与那洋公路交界口东北侧怡

心花园商铺现场。
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1月24日下午17时止（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儋州市那大镇国盛路与那洋公路交界口东北侧怡

心花园拍卖报名中心。
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报名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以下

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更，以
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室
电话：0898-31981199 13647547066 13647576776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电话：0898-23881390 18876782258 13976067341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楼
电话：0898-68555961 13036099114 18976343313

海府粮苑住宅楼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省粮食局申报的“海府粮苑统建商品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海府

路32号，拟建2栋地上25层、地下1层住宅楼。该项目与南侧9层住宅
楼建筑间距为10米、与西侧现状9层住宅楼山墙间距为5-6.38米（拟
建建筑山墙为防火墙），不满足技术规定的建筑间距要求，但考虑到该
项目为解决该单位职工住房困难，已经省住建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
源厅及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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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8日至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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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
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唐昌盛。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0月28日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运营，将于2015年10月28日22时至11

月7日2 2时，对滨海立交南往北右转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
龙昆北路南往北掉头回龙昆北路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道封闭施
工，届时施工区域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
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
更正公告

海 口 昌 弘 源 建 材 有 限 公 司（纳 税 识 别 号 ：
460100056363900）

由于编写顺序错误，现将《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
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二稽罚 [2015]8号）更
改为《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琼国税二稽罚 [2015]12号）。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5年10月27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
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口海新化工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708808232）
海口丰信和贸易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730055281）
现将《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

书》（龙华三局国税通[2015]25047，海口海新化工有限公司，纳税
识别号：460100708808232）及《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三税
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龙华三局国税通[2015]25048，海口丰信
和贸易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730055281）公告送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
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做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5年10月27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
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海南三亚海纳百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向我俩局申请补发

位于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汇丰国际公寓一期8#楼701房的

《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02450号，房屋

建筑面积为86.62平方米，土地面积为39.37平方米。已刊登

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

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26日

招标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采取公开招

标方式确定纸币清分设备、纸币塑封设备项目合作

厂家。本招标公告在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网站

通知公告栏（网址：www.hainbank.com.cn)请有意

者于2015年10月30日前登陆网址查看详细信息。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5年10月28日

海南亿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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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1月16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保亭县保兴西路聚仙阁小区1号楼A座802房：建筑面积
68.12平方米；参考价：264832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特别说明：
标的尚未办理房产证，以后如需办理所产生的税费问题由双方当事
人自行承担。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1日下午17
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11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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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
人姓名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15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
中心21C，电话：68559156 13322095777（吴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中标公示
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监理于2015-10-21日10:30:00

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
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监理一标第一中标候选人：山东龙
信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监理二标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华
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监理三标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顺
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0月30日，如有质疑（或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注：详情以网络版公示为主
http://218.77.183.48/htms）联系人：海口市水务局电话：0898-
68724702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1112期）

根据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乐执字第266-4号、
266-5号裁定书，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
认，受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1月12日上午
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1、被执行人张福丁承包的乐东县黄流镇孔汶村委会黎木园土地
的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

以上1、2号标的按现状拍卖，整体优先，也可竞买单一树种地块。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11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10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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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2015）海南二中法拍字第026-1、026-2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电话：68559156 13322095777
委托方监督电话：23882950

2、被执行人李延仁承包的乐东县黄流镇抱一村委会竹子头土地
的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

品名 数量 剩余使用年限 参考价 竞买保证金
小叶桉树

小叶桉树

香蕉

槟榔树

芒果树

84亩

192亩

172亩

207.6亩

295亩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274390元 5万元

768349元

2747246元

6165134元

6645745元

16600864元

10万元

30万元

70万元

70万元

合计 950.6亩 185万元

龙眼树

芒果树

34亩

166亩

200亩

9.3年
品名 数量 剩余使用年限 参考价 竞买保证金

9.3年

9.3年

416945元

1617253元

2034198元

10万元

20万元

30万元合计

海南仲量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95、96号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办理的
（2014）美执字第895-1号、（2015）琼山执恢字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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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1、位于海口市福安上村125号一幢一至三层的房产（产权证号：
海房字第26424号，建筑面积：356.04m2）及其占用的土地面积：
118.68m2，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95）字第22787号]，参考
价：9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位于海口市海府大道勋亭路
七四三Ο工厂宿舍第4栋301房产（证号：海房字第78920号，建筑
面积：62.00m2，含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参考价：20.7273万元，竞
买保证金：5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1月13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13号4层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11月12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1月11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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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 1 帐号：
1009454890000135、标的2帐号：1009454890000136；

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95、96号（如代缴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标的1土地出让金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2863987，18078913399
网址：http://www.zlpmw.com/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新华社北京10月 27日电 记者
2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下发
通知称，从2018年起，中央财政取消对
行业协会商会的直接拨款。

这份通知称，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
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为支持行
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稳步推进，鼓励行
业协会商会加快脱钩，中央财政对原来

有财政预算支持的行业协会商会按原经
费管理渠道继续给予一定支持。

通知明确，以2015年财政拨款数
（不含离退休人员经费）为基数，以
2016至 2017年为财政拨款退坡过渡
期，实现中央财政直接拨款与脱钩进度
挂钩并逐年递减。具体是：对2015年
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在过渡期内分别
按基数的100％、100％给予支持；对

2016年脱钩的，在过渡期内分别按基
数的80％、80％给予支持；对2017年
及以后年度脱钩的，在过渡期内分别按
基数的80％、60％给予支持。

“从2018年起，中央财政取消对行
业协会商会的直接拨款。用于安置历
次政府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财政资金，
仍按原规定执行；行业协会商会现有离
退休人员经费，结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改革等另行明确处理方式。”通知
还称。

这份通知还明确，在逐步减少直至
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财政拨款的同时，中
央财政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行业
协会商会发展，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
管理规定，将适宜委托行业协会商会承
担的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
目录，加强信息公开和绩效管理。

财政部下发通知：

2018年中央财政取消对行业协会商会直接拨款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央纪
委日前对近期部分中央单位查处的5起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了
通报。通报指出，5起案件暴露出有的
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责任缺失、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有的领导干部落实“两个
责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对党
风廉政建设不敢抓、不真抓；有的党员干
部党性不强，纪律意识淡薄，对党的纪律
和规矩缺少敬畏，甚至对中央一再亮明
的纪律红线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这5起典型案件是：
——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原副

主任文仲亮因下属及家属赌博等问题受
到责任追究。文仲亮任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副主任、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控股企业）领导职务以

来，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派至该公司的部
分中层干部、文仲亮妻子及公司服务供
应商等多次聚众赌博，文仲亮明知此情
况却一再放任、纵容。此外，文仲亮还对
下属嫖娼问题隐瞒不报，编造理由欺骗
组织，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因落实
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文仲亮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相关职务。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主任李宗明因下属公款旅游问题受到责
任追究。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财务与审计
处处长付建军两次组织8名工作人员
（含付建军本人）公款赴海南三亚、泰国
普吉岛旅游，共花费19万余元。付建军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因落实主体责
任不力，李宗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社长刘

建林因纠正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不力
等受到责任追究。上海分社个别班子成
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被查处，并被责令
限期改正。刘建林未及时组织有效整
改，后发现其本人和其他班子成员均存
在办公用房超标问题。因落实主体责任
不力等问题，刘建林受到警告处分，并被
免去分社社长职务。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东部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再生等人因下
属部门和单位违反财经纪律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责任追究。南海
东部管理局所属生产部等多个部门和
单位违反财经纪律套取现金、私设“小
金库”，以会议费为名报销吃喝费用、违
规在度假村和五星级酒店开会，相关直
接违纪人员受到处理。因落实主体责

任不力，刘再生和该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杜玉杰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该局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广生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中国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所原
党委书记、理事长杨迈军因单位多次发
生公款旅游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上海
期货交易所多个因公出国团组发生公款
旅游、消费等问题；上海期货交易所违反
规定，花费100余万元举办了春节联欢
暨先进表彰会。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
问题，杨迈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
去相关职务。

通报指出，上述案件暴露的问题表
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
路上，落实“两个责任”任务艰巨繁重。

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口号，必须以严肃问
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一定要从中汲取教训，切实引
以为戒。要把落实“两个责任”作为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强化责任担当，认
真种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田”，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把严肃纪律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落实《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
监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触犯纪律“底线”
动辄则咎，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
态”，使纪律立起来、严起来。要把责任
追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持
续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形成有责必
问、问责必严的良好氛围。

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追责

中纪委通报5起典型案件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姜琳）记者27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获悉，截至9月末，央行征信系统已经
收录8.7亿自然人和2102万户企业及其
他组织，基本上为国内每一个有信用活
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据央行征信中心党委书记王晓明介
绍，央行征信系统收集的信息以银行信贷
信息为核心，还包括社保、公积金、民事裁
决与执行、公共事业和通讯缴费记录等。
目前系统收录的8.7亿的自然人中有信贷
记录的为3.7亿人，可形成个人征信报告、

得出个人信用评分的有2.75亿人。
王晓明表示，目前国内所有商业银

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资
产管理公司和部分小额贷款公司，都已
和央行征信系统连接。截至9月末，个
人征信系统已接入机构2340家，基本

覆盖各类正规放贷机构。
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征信市场快速发

展，征信系统覆盖人群逐渐增加，但与当前
广泛存在的信贷需求相比尚存差距，一些
大学生和农村居民由于缺乏信贷记录还难
以获得“贷款创业”或是“赊账消费”服务。

央行征信系统已收录8.7亿自然人

据新华社郑州10月27日电（记者史林静）
郑州市公安局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破获一
起16年前的特大持枪抢劫案。经过16年的追
踪，1999年河南郑州中药城一银行发生特大持枪
抢劫案，案情终于告破。主犯用抢劫所得起家经
商，如今身家过亿。

1999年12月，5名30多岁的男子在河南郑
州市合作银行管城支行中药城批发市场分理处，
持枪打伤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并用铁锤将营业厅
柜台上方的玻璃打破，钻入营业厅抢走现金208
万元，5名犯罪嫌疑人随即逃跑。

今年10月18日，专案组结合生物科学的检
材数据和情报研判、传统侦查等手段，最终锁定
主犯石某群等3名嫌疑人，并在10月21日凌晨
对石某群进行抓捕。

郑州市公安局秘密侦查支队支队长李旭东
介绍，犯罪嫌疑人购买了5支手枪，经过多次演
练，最终选择12月5日作案。

据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主犯石某带
领老家的一群人来郑州打工，主要在建筑工地上
承揽一些零碎活，可他不满于现状，策划了这起
持枪抢劫案件。

这16年中，嫌疑人石某利用抢劫所得，搞起
了房地产开发、商贸、休闲农庄等，已成为驻马店
当地身价过亿的地产开发商。

郑州破获16年前
特大持枪抢劫案
主犯已是身家过亿地产商

10月27日，在位于河北大厂潮白河经济开
发区的中集空港公司，客商走下“双头摆渡车”。

目前，由中集空港公司创新研发的“双头摆
渡车”已投入规模化生产。据介绍，该产品具有
受停机坪场地限制小、操作方便灵活的特点，在
国内外市场上已投入50多辆，年产量达到150
辆。 新华社发

“双头摆渡车”
投入规模化生产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罗宇凡）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
文明办等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在全
国开展宣传推选100个最美志愿者、100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
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动。

开展宣传推选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是褒扬嘉奖志愿
者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和谐友
善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广泛宣传最美
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的时代风采，展示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的积极成效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
良好形象，增强志愿者的积极性和荣
誉感，让人们学有榜样、见贤思齐；有
利于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培育志愿文化，引导志愿服务
由心而生，营造向上向善、互帮互助的
浓厚社会氛围。

中宣部等部门开展推选
志愿服务“四个100”
先进典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