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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项目：全省各市县新建、改建营业网点、自助银行、

办公楼消防安装改造工程。
三、征集单位资质要求：
（一）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消防检测双资质的

公司。
（二）非海南本省的公司应在海南设有分公司或机构的公司

方可参与。
（三）报名所需携带的材料：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

码证、资质证书（A、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B、消防检测许
可证，技术人员证书不少于3人）、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副本原件
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介绍信及委托受权书、近两年公司业绩
表。

四、报名时间：2015年10月30日至2015年11月5日止。
五、报名地址：海口市和平南路3号，省工商银行办公楼（副

三楼保卫部）。
六、联系人：谢先生、 黎先生
电 话：65380672、65239641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关于征询逸龙广场路网配套项目土地和建筑物权属主张的通告

为了保障逸龙广场路网配套项目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经我区调查研究，现将相关土地和建筑物权属征询主张的
信息进行通告，通告期限为2015年11月5至2015年11月20
日。通告如下：

海口市金贸区南面椰林怡和花园1—A号土地和建筑物，土
地面积822.81m2，建筑物面积3950.42m2。具体位置：海口市龙
华区万利隆花园东侧，金龙路南侧，逸龙广场西侧,锦江之星酒店
海口国贸宜欣广场店北侧。

若单位或个人对上述通告的土地和建筑物权属存有主张的，
请在通告期限内携带有效证件、材料到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龙华
金园办公区6楼611办公室作出说明。如所提供的内容与事实
不符，由此所造成的法律纠纷及法律责任由其自行解决、承担，与
征收人无关。逾期未作主张的，我区将不再受理，并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及程序进行处理。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
18907545990、13876385990；韦先生68560770。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2015年11月4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入口区、德国区、英国区、

中国区。二、招标人：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三、招标代理机构：
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四、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组团，
入口区、德国区、英国区、中国区新建建筑共52幢，总建筑面积96615.39
平方米，构筑物最高点高度140米。计划施工工期：730日历天，监理服
务期为施工工期加缺陷责任期。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
（具体以委托监理合同为准）。五、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含）以上资质，2012年1月1日至今企业
监理过单项合同总投资额或工程建安费在2亿元（含）以上的房屋建筑工
程。项目总监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不允许在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中担任总监。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六、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11月4
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等媒介
上发布。联系电话：周先生18211100010，符先生18976888556。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荷兰区。二、招标人：长

影（海南）置业有限公司。三、招标代理机构：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
司。四、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组团，荷兰区新建12
个建筑单体，地上1-3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39603.37平方米。计
划施工工期：365日历天，监理服务期为施工工期加缺陷责任期。招
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具体以委托监理合同为准）。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
理甲级（含）以上资质，2012年1月1日至今企业监理过单项合同总投
资额或工程建安费在2亿元（含）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总监要
求在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允许
在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中担任总监。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六、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11月4
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等媒介上发布。联系电话：周先生68510470，符先生18976888556。

本报海口 11月 3日讯 （记者刘
操 见习记者尤梦瑜）今天上午，全省宣
传文化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动员会在海口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中宣部、省委的相关会议精神。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出席会

议。
会议指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十三五”规划建议内容丰富，全省宣传
系统要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迅速
掀起学习解读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深刻领会全会精
神，尤其是全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部署要求，早动员、早谋划、早落实。
会议要求，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要用

全会精神统领我省宣传文化的专项规
划编制工作，推动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
融入地方的“十三五”规划。要严密组
织，全方位、多角度地抓好全会精神学
习解读宣传，特别是要宣传各地、各部

门学习贯彻的新举措，宣传各行业抓好
年底前的重点工作，巩固经济平衡向好
的发展势头，为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营
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许俊强调，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要严
格遵守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牢牢把握
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全面

解读、准确把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为贯彻落实“十三五”规
划，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各市县委宣传部长、省直机关宣传
文化系统有关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
下属单位、部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参会。

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王玉
洁 通讯员郑汪洋）昨天下午，省委组织
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传达省委书记罗保铭在
省委常委会上关于学习贯彻五中全会
精神的有关要求。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秀领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组织部门要采

取有力措施，认真抓好五中全会精神
的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工作，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一
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五
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十三
五”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发展理念；二要

把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与抓好省委
一系列重要部署有机结合起来，坚持
问题导向，立足解决实际问题，把各项
重点改革任务抓好抓实；三要坚持从
严治党，持续深入抓好“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进一步推动不严不实问题整
改；四要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与

做好年底各项组织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强化工作责
任、提高工作质量，确保全年工作任务
的圆满完成。

会议同时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省委组织部传达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本报海口 11月 3日讯 （记者周
元）今天上午，省委办公厅召开全体党
员大会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并就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
专题辅导学习。

与会人员首先集体观看了中央电

视台近日关于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报
道的视频以及我省省级党员领导干部
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
视频，对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
行了安排部署。

为切实抓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学习贯彻，会议对修订两项法
规的意义、主要内容、热点问题等做
了深入阐述和解读。会议指出，两项
法规的修订及颁布实施，是在党长期
执政和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实现依
规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
措，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全面从严治党的
实践成果。

会议要求办公厅各党支部组织党
员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采取集中学、自学等多种形
式，深入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精神，切实领
会，争做全省学习贯彻的榜样；要增强
纪律意识和保密意识，凝心聚力做好
当前办公厅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
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为推动中央和
省委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更好地发挥
参谋助手作用。

省委办公厅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准则》《条例》精神

争做学习贯彻榜样 全力做好当前工作

本报墨尔本11月3日电（特派记者
许春媚 杜颖）“一带一路”战略下海南文
化走向海外。今天上午，“2015海南文
化澳新行”墨尔本分会场活动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市的联邦广场启动。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多元文化
部官员及墨尔本的琼籍海外乡亲代表参
加了活动的开幕式。

琼海的蔡家宅、文昌的铜鼓岭、儋
州的峨蔓海滩……上午，墨尔本市联邦
广场Deakin Edge宴会厅里，活动主
办方带来的海南文化旅游商贸图片展不
但吸引了参加活动的琼籍海外乡亲的关
注，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趁今天墨尔本
赛马节这一公众假期出行的墨尔本市民
也被吸引到活动现场，观看图片展览的
同时还向在场的志愿者们询问相关的海
南信息。

据介绍，本届“海南文化行”由海南
省政府和澳大利亚海南社团总会共同主
办，吸引了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名海南乡亲代表前来参加。活
动分为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和新西兰
奥克兰三个分会场，将先后举办文化旅
游商贸主论坛及意向签约、海南文化旅
游商贸图片展、文化经贸交流会、红酒品
鉴交流会、文化旅游推广和民俗文艺演
出等一系列经贸旅游文化交流活动。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天
的活动也是第十四届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墨尔本分会场的活动之一。本届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大会通过“联谊大会”和“海
南文化行”活动同步举行的方式，向澳新
两国各界及广大海外乡亲宣传和展示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
规划，深化海南与澳新两国及海外华侨
华人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

“2015海南文化澳新行”墨尔本
分会场活动开幕

蔡家宅、铜鼓岭
“亮相”墨尔本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见习记者郭萃 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范蕊）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贾东军率调研组来到省司法厅就海南“六五”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开展调研。

调研组听取了省普治办主任、司法厅厅长屈建民
汇报我省贯彻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及其决议情况。
据了解，今年是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及其决议的收官
之年，五年来，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各市县、各部门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全面贯
彻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和决议，达到了预期目标。

据了解，“六五”普法期间，省普治办共开展8个
主题法制宣传活动，专题法治讲座800多场次、法律
咨询1500多场次、发放法治宣传制品5万多件，其
中，开展的“为了明天”法治文艺进校园活动共巡演
160场，惠及全省35万多师生、家长。

调研中，贾东军对省司法厅开展“六五“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就下一阶段普法
工作，贾东军强调，要进一步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
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以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为保障，促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常态
化、规范化。同时，普法工作要有更详细具体的量化
指标，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
真总结“六五”普法工作经验，谋划制定“七五”普法
规划，切实提高法治宣传质量和效果，努力开创全省
普法工作新局面。

省人大调研海南“六五”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梁振
君 见习记者丁平 通讯员宋印官 李
晖）西环高铁配套电网建设工程目前
正处于全力冲刺阶段。预计 11 月 6
日，西环高铁施工最后一个牵引站
——博厚—福山牵引站220千伏线路
新建工程将投入运行，届时西环高铁
全部电力配套工程全部投入运行。

“电力配套工程全部投运后，将为
西环高铁联调联试、试车以及最后投入

商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标志着
全球第一条环岛铁路即将开通，旅客乘
高铁环游海南岛的梦想即将成为现
实。”海南电网相关负责人说。

西环高铁是海南省“十二五”期间
的头号基础设施工程，也是迄今为止海
南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总投资约271亿元。建设伊始就凝聚
着太多的期盼与寄托。项目建成后，将
大大缩短海南西部沿线市县的时空距
离，与海南东环铁路连接形成环岛快速
铁路通道，打造海岛“三小时经济圈”。

西环高铁电力配套工程共计 11
个项目，包括新建 4个 220千伏输变

电工程，7条双回220千伏专用线路，
线路途经8个市县。负责向西环高铁
的7个牵引站送电，铁路共设7个牵引
站：澄迈福山牵引站，儋州银滩牵引
站、洋浦牵引站，昌江棋子湾牵引站，
东方牵引站，乐东尖峰牵引站、三亚崖
城牵引站。

据介绍，西环高铁电力配套工程自
2014年初项目开始陆续建设，期间海
南电网公司基建队伍等建设单位克服
了征地、青赔、跨越东环等施工难题，以

“5+2”“白+黑”的精神奋战在如火如荼
的建设一线。历时一年多的建设工期，
他们“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

证”，甚至连春节国庆都蹲守工地，全力
为“交通的海南速度”打造电力建设的

“南网速度”。
另悉，西环高铁配套工程建设线路

长度近142公里，新建493基塔，点多
面广，为加快项目的前期建设，海南电
网建设分公司主动承担，各项目负责人
分头分任务赶赴现场，参与当地政府的
现场协调会，主动介入角色，在各级政
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配合项目所属供电
局共同推进前期的青赔征地工作，共同
解决变电站址、线路走廊征地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全力为项目的顺利进场开工
建设提速。

西环高铁配套电网建设全力冲刺
11个电力配套工程即将全部投运

本报海口11月 3日讯（记者陈蔚
林 刘操 见习记者尤梦瑜）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五届中国
新闻奖评选结果于11月2日揭晓。由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报送的南国都
市报新闻作品《74张奖状为何换不来一
张申请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作
品《建设国际海上救援基地 彰显国家
主权——西沙海域大救援的启示》《忠
诚无限：夫妻国旗班》荣获三等奖。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宣传部批准
的全国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
近三年来，海南新闻工作者砥砺前行，
2013年获得了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
二等奖，2014年在第二十四届中国新

闻奖评选中，海口广播电视台专题片
《不能忘却的记忆——坦赞铁路圆梦纪
行》更斩获一等奖。在今年的第二十五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我省又有3件作
品获得三等奖，再创佳绩。

其中，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
体南国都市报记者许欣采写的新闻作品
《74张奖状为何换不来一张申请表？》，关
注了海南首次实行小升初新政下的社会
现象和群众声音，采访扎实全面、直击问
题所在，为政府实施新政如何防范暗箱
操作，实现教育公平及时提供了案例参
考。“做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必须‘三观’
端正、心有标尺，为倡导正义公平采写出
能够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新闻作品。”许

欣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省内媒体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屡

获殊荣，中央驻琼媒体新闻工作者亦深
入海南基层、贴近海南群众，采写出一
大批导向正确、影响积极、深受认可的
新闻作品，比如光明日报驻琼记者聚焦
鹦哥岭青年团队，采写出《选择一种有
远见的生活方式》，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并获得第二十三届海南新闻奖一等
奖。据统计，近三年来，中央驻琼媒体
共有29件新闻作品在第二十三届海南
新闻奖评选中获奖，27件新闻作品在第
二十四届海南新闻奖评选中获奖，28件
新闻作品在第二十五届海南新闻奖评
选中获奖。

组织和鼓励省内媒体和中央驻琼
媒体参加中国新闻奖和海南新闻奖评
选，有益于检阅我省新闻工作年度业
绩，展示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和“走转改”活动成果。海南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省内媒体和
中央驻琼媒体在两个奖项评选中成绩
喜人，充分发挥了优秀新闻作品示范作
用，引导、激励了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
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承和发扬
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弘扬职业精
神、坚持新闻规律、恪守职业道德，为推
进新闻事业更好服务全省工作大局，服
务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省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和“走转改”活动成果斐然，近年来屡出佳作频获奖项

3件新闻作品斩获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

兴起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西环开通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侯小健 见习记者
丁平 通讯员白衡）为确保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省交通
运输厅近日组织港航、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赴澄迈、洋
浦、东方、文昌、三亚、海口等地对港口、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经营单位开展安全专项大检查，排查危货品运输
安全隐患。并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企业整改。

港口危险货物检查发现，个别危货企业危险化
学品仓储、堆放管理不规范。有的企业未将重大危
险源向港口管理部门备案、未落实装卸过驳危险货
物作业24小时申报制度、存在安全设施维护不完
善、安全培训不到位，人员资质证书过期等问题。另
外，个别企业的危险货物码头未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安全设施未按“三同时”要求进行建设。有的危货企
业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业未批先建，有的危货企业
未办理试运行备案或试运行备案已超规定时限。另
据检查组介绍，有的危货企业安全评价报告存在过
期和缺失情况，部分企业未将危险货物应急预案或
修订情况报有关部门备案。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省港航管理局已向
市县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及港口危货及航运企业陆续下
发了15份整改通知书。同时，依法责令两家存在突出
问题的港口危险货物企业停止建设或停产停业整顿。

据统计，我省共有港口危险货物和码头危货管
道企业26家，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码头泊位32
个。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36 家，危险品运输车
辆746辆，主要从事汽（柴）油、天然气、烟花爆竹等
危险化学品运输。

我省排查
危货品运输安全隐患

海口市试点环卫PPP项目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上接A01版
“京环模式”不仅机械化程度高，工艺要求也

比较高，包括要达到“道路见本色”的标准，地面油
污采用高压水枪清洗干净等。“海口市京环城市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已在海口开始作业，目前已有共
计30辆水车、压尘车、垃圾运输车投入使用，预计
全区将总共投入70辆机械车辆。”张兴海向记者
介绍道。

据介绍，本次合作标志着海口市环卫体制改革
迈出实质性一步。此举将有效解决困扰海口市多年
的环卫作业机械化程度低、垃圾处理不达标等问题，
有利于提升海口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促进“双创”
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