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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吴春琼：

2015年11月23日，我司在《海南日报》上已通知

你回原岗报到，但至今已逾八日仍未见你回原岗上

班，现再次通知你三日内回原岗报到并履行考勤义

务，否则我司将单方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由此产生的

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0日

海南冠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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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2月18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澄迈县人民法院执行的被执行人海南艺历皮革有限公司名下所
有的土地【证号：金江国用（1994）字第1187号，面积26.866亩，东至道
路，南与大拉管区土地交界，西至道路，北隔50米至海榆西线】及地上附着
物、厂房、机械设备等。拍卖参考价：6493034.24元，竞买保证金：200万
元。过户相关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12月16日17:00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12月16日17：00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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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
字第51号竞买保证金（如为代缴请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公司地址：海
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层，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120736791。法院监督电话：0898-65301058

海口海事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5）琼海法执字第575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邱育梅与被执行人王杰鸣、陈宇共
有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已于2015年10月19日以（2015）
海仲字第719号调解书确认将座落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晋江
花园38、39号总面积为259.25m2【产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1）
第010705号】的土地使用权共有人之一由陈宇变更登记为邱雨
民。凡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主张所有权、承租权及其他权力者，应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书面向本院提
出。逾期本院将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依法进行处分。

特此公告
二O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联系人：雷鸣 联系电话：66253787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政编码：570208

联合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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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下午3时在海南佳昊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依法第三次公开拍卖：琼海磐龙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坐落于琼海市博鳌镇海滨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

号:海国用（2010）第1225号]及其地上建筑物（现“万嘉海景酒店”），

建筑面积为8413.97平方米，用地面积为1333.3平方米。参考价：人

民币2665.5458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瑕疵说明：1.涉案拍卖的被执行人琼海磐龙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海滨街的房地产，已在国土及建设规划部门办

理土地使用权证及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目前尚未办理房产证。2.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持裁定自行办理过户手

续，办理相关产权手续时需缴纳的所有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自行缴

纳，房屋在拍卖成交后六个月内移交。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14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12月 14日下午 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

金，并到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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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

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5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
电话：0898-68511921、18976230583李女士

协拍单位: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3-1号华典大厦1801室
电话：0898-66115918、18976212356 刘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28281

主拍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联拍机构：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
联拍机构：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23900 13976111340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拍机构：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11921 18976230583
联系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

联拍机构：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栋4楼
联拍机构：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1650777 15008032565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9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1351111 17889841918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88号禧龙国际大厦第七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898-68555961 13036099114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G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联合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35号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42号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72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八家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
被执行人海南国托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街B吧面积为1542.7平方米的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房
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79228号；土地证号：海口国用籍字第000284号]；2、被执行人海南国托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滨
海大道填海区的“八里银海”工程项目[土地使用面积为36414.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国用（2007）第009175，地号02-01-02-34，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725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60100200712210101）]；3、被执行人海南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
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填海区6440.4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口市国（籍）字第S0725号]及地上2577.98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HK084256号）。上述标的整体净价拍卖。整体参考价：1088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0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2月16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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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00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7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权益、实物现状净价整体拍卖；(2)所有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通知》{陵食药监[2015]134号}及《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催告书》{（陵水）食药监（食）罚催[2015]32号}

送达公告
顾会儿（身份证号：460034198405021818）：

我局于2015年5月11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陵水）食药监
（食）罚[2015]32号}送达你处后，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该行政处罚
决定，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因多次与你联系无果，我局现依法公告送达《通知》{陵食药监
[2015]134号}和《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陵水）食药监（食）罚
催[2015]32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领取《通知》
{陵食药监[2015]134号}和《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陵水）食药
监（食）罚催[2015]32号}，逾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11月30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口海事法院

委托，定于2015年 12月18日10:0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1、琼
AAN709起亚牌YQZ6430E小轿车一辆，参考价：40858元，竞买保证
金：1万元；2、琼ASN113宝马520i小轿车一辆。参考价：290706元，竞
买保证金：5万元。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所涉及
的税、费及违章罚款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2015年12月15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16日17:
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
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266262970641。缴款用途须分别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32、
31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缴款）。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义
龙西路钟山大厦A座3楼；电话：（0898）66533938 18689521478；法
院监督电话：（0898）66160113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口海事法

院委托，定于2015年 12月18日10:0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海口

市龙华区海垦路49号香樟林风情街3号住宅楼25层25B号房，参考

价：148.99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按现状拍

卖，相关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缴纳。标的展示时间：自见

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16
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

帐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

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须分别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

委字第3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缴款）。拍卖机构地址：
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 A 座 3 楼；电 话：（0898）66533938
1868952147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海南荣丰华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第1202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三亚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2月17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金
鸡岭路新好景花园A栋3单元502号房[产权证号：三土房（2012）字第
003516号]，建筑面积：71.04m2 。参考价：56.2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特别说明：1、该房屋租期为不定期租赁；2、房屋抵押权人为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支行；3、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等
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
16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16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
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
公司（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注明：
竞买 502房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电话：31355988
13322013003蔡小姐；法院监督电话：88866919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15年12月10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拍卖位于万宁市兴隆度假区经营中四星级酒店，建筑面积
15386.07m2，占地约20亩。参考价人民币675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500万元。该酒店位于交通便利、气候宜人的兴隆度假区，适宜
经营酒店、养老院、疗养院及产权酒店等。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9日下午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
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蓝天支行；账号：
2201023809200968779。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海南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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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进
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华银大厦第五层局部房产（产
权证号：48160，建筑面积：1226.16平方米）。拍卖参考价：349万元，
竞买保证金：5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
16日止，于标的物所在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16
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
证金以款到帐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
海口市龙珠支行；帐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琼
海法技拍委字第1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明：1、上
述房产按现状进行整体拍卖，过户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2、该房产现为被执行人出租他人使用。拍卖机构：海南鑫一拍卖有限
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2B ；联系电话：0898-
66776139，13976325853；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60113

海南省军区305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于2015年11月20日在省军
区后勤部五楼会议室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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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15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2日。公示期内，如

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招标人提出，电话0898～66571343，
招标人：305工程项目管理部

中标候选人公示

据新华社长沙11月30日专电（记者谢樱）
湖南省邵阳市微信朋友圈近日疯传一则网帖，网
帖曝光3名自称邵阳市政府干部的人涉嫌酒驾，
不仅将巡逻车（自行车）踢翻，还连扇大祥交警大
队大队长5个耳光。

记者30日从湖南省邵阳市委宣传部获悉，邵
阳市委已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
对涉嫌醉驾、寻衅滋事、袭警的3名干部分别依法
依规从速作出处理。

经警方调查，三名当事人刘友军和杨剑平、许
俊明均系邵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

邵阳市委宣传部介绍，邵阳市信访局干部刘
友军、杨剑平、许俊明3人27日晚涉嫌醉驾、寻衅
滋事、袭警，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快速启动立案
调查。免去刘友军、杨剑平的主任科员、科长职
务，对许俊明停职接受调查，刘友军已于11月28
日凌晨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责成市信访局向市
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待查明事实后，依法依
规从速处理。

湖南邵阳回应信访局官员醉酒打人事件：

涉事者分别被
免职停职刑拘

11月29日，在邹平县人民医院，医生在对煤
气事故中受伤的职工实施诊治。

截至11月30日凌晨，山东富凯不锈钢有限
公司发生的煤气泄漏事故导致的中毒死亡人数已
增至10人。

11月29日17时50分左右，位于邹平县青阳
镇的山东富凯不锈钢有限公司发生煤气泄漏，造
成人员中毒。17名中毒者送往医院，其中5人经
抢救无效死亡。30日凌晨，另有5名中毒者经全
力抢救无效死亡，其余7人继续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生命体征基本平稳。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山东邹平发生煤气中毒事件
死亡人数升至10人

看点一 输配电价改革利好上下游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30日发布电力体制改革6大配套文件。如果说，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是新一轮电改的“设计图”，那么此次发布的配套文件则是指导电改落地生效的“施工图”。

电力体制改革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这张改革“施工图”有哪些看点？记者采访专家进行了梳理。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30日发布6个电
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从输配电价、交易
机构、发用电计划、售电侧等重点领域进
行了部署。这标志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
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这6个配套文件分别是《关于推进

输配电价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电
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电力交易
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关于
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施意见》《关于
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
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
见》。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明确了“三放开、一独立、三强化”
的改革“路线图”。此次发布的配套文件
正是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落地生效的具体
措施。

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司长

梁昌新说，通过电力体制改革要实现三大
目标：一是还原电力商品属性，构建有效
竞争的电力市场体系；二是放开发电、售
电等竞争性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电
力市场整体效率；三是通过优先购电权和
发电权的设计，鼓励清洁能源的发电和上
网，推进节能减排。

梁昌新说，配套文件出台以后，将按
照积极稳妥的原则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一方面，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已经
批复了贵州和云南进行综合试点；另一方
面，针对区域发展差异，因地制宜推进输
配电价等各个专项试点。

透视电改“施工图”四大看点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是新一轮
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而核定输
配电价是“管住中间”的前提。《关于推
进输配电价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还
原电力商品属性，按照“准许成本加合

理收益”原则，核定电网企业准许总收
入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巡视员王强
说，输配电价改革有利于发电端成本向
用电端传导，降低企业和社会用电成

本。同时，改革后电网企业按照政府核
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不再以上网
电价和销售电价的价差作为主要收入来
源，可以保证其向所有用户公平开放、改
善服务，还可倒逼电网企业降本增效。

同时，此次文件明确要配套改革
不同种类电价之间的交叉补贴。王强
说，我国客观上存在工商业补贴居民、
城市补贴农村、高电压等级补贴低电
压等级等政策性交叉补贴的情况。下
一步，要结合改革进程，逐步减少工商
业内部交叉补贴，妥善处理居民、农业
用户交叉补贴，变“暗补”为“明补”。

发用电计划放开是推动电力市场
建设的必要条件。《关于有序放开发用
电计划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建立优
先购电制度保障无议价能力的用户用
电，通过建立优先发电制度保障清洁
能源发电、调节性电源发电优先上网，
通过直接交易、电力市场等市场化交

易方式，逐步放开其他的发用电计划。
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司

长梁昌新说，意见一大亮点就是建立优
先发电制度，规范风能、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优先发电，推动清洁能源消纳。同
时，促进市场化交易，除纳入优先购电
制度和优先发电制度的发用电计划之

外，逐步放开其他发用电计划，实现电
力电量平衡从以计划手段为主平稳过
渡到以市场手段为主，并促进节能减
排。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张玮认
为，随着电力市场交易机制日益完善，
各类电源竞价上网，低成本发电资产

将获得竞争优势，环保高效的机组将
得到更大空间，促进大容量高效机组
替代小机组发电，以及水电和风电等
清洁能源优先发电。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还明确了优
先购电制度，保障民生用电。梁昌新
说，对一产用电，三产中的重要公用事
业、公益性服务行业用电，以及居民用
电，保障优先购电，执行政府定价，不
参与市场竞争。

培育售电侧市场竞争主体，有利
于电力用户拥有更多选择权，提升售
电服务质量和用户用能水平。

《关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
见》提出，通过逐步放开售电业务，进
一步引入竞争，鼓励越来越多的市场

主体参与售电市场。
梁昌新说，售电准入不搞行政审

批，将以注册认定代替行政许可的准
入方式，建立“一承诺、一公示、一注
册、两备案”的制度。近期，将有一批
省份开展售电侧改革。

王强说，售电侧改革后，参与竞争
的售电主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电网企
业的售电公司；二是社会资本投资增
量配电网，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
公司；三是独立的售电公司，不拥有配
电网运营权，不承担保底供电服务。

未来，公众和企业购电时的选择将多
元化，可从价格、服务等多方面进行
考量。

张玮认为，售电公司围绕用户提
供多种服务，包括购售电业务以及合
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和用电咨询等
增值服务，用户用电更加便利，多元化
用电需求也能得到满足，新的产品和
服务将会出现。

售电侧用户拥有更多选择权看点三

在“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制度设
计下，未来将有更多发电企业和电力用
户直接交易，因此电力市场和交易机构
的建立至关重要。

《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建立公平、规范、高效的电力
交易平台，引入市场竞争，打破市场壁
垒。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竞争性环节
电价，不断扩大参与直接交易的市场主
体范围和电量规模，逐步建立市场化的
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机制。

同时，意见明确要组建相对独立的
电力交易机构。王强说，交易机构的独
立性体现为：在职能定位上，交易机构
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政府监管下为市场
主体提供规范公开透明的电力交易服
务；在组织形式上，将原来由电网企业
承担的交易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按照
政府批准的章程和规则组建交易机构。

此外，为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
开，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关于电
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
见》明确，可建立由电网企业、发电企
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组成的市场
管理委员会。

记者陈炜伟 赵超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发用电计划放开促清洁能源消纳看点二

交易机构
将相对独立

看点四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体制改革6大配套文件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全面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