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25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缪影影 美编：石梁均综合中国新闻B02

■■■■■ ■■■■■ ■■■■■

嘉积城区城南片区地块 S7-2-01、S7-2-02和 S7-2-03局部用地
控规修改的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该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豪华路
南侧、兴工南路东侧,用地面积为3600平方米,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
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1月25日至3月9日）。2、公示地点：
琼 海 市 规 划 建 设 局 网（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
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
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
设局 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先生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6年1月22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嘉积城区城南片区地块S7-2-01、S7-2-02和

S7-2-03局部用地控规修改的公示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6〕2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
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
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
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

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
申请时间：2016年01月24日08:00至2016年02月24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6

年02月2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6年02月26日09:10至09:20；开标时间：2016年

02月26日09:30；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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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

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
08:00-12:00，下午 14:30-17:0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
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5、上述所
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01月24日

宗地号
2015-23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169489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0.55

建筑密度（%）
≤35

绿化率（%）
≥30

建筑限高（米）
≤40

出让年限
40

保证金（万元）
7796

起始价（元/平方米）
585

投资总额（万元）
≥51732.19

联合拍卖公告（第160128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16
年1月28 日上午10：00时在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海南京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保证金：1000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标的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 1 月 27
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月27日下午16：00时前到下列拍卖单
位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主拍单位：海南东
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电话：（0898）68523900 13036048186。协拍单位：海南物资拍卖有
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30号宏源大厦 12层；电话：（0898）
66753060 18808907588。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7384
68623068 68666481；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
信恒大厦17-18层；委托方网址：http//www.cinda.com.cn。财政部驻
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现编号为道客村H77号
（与现编号H76号相邻的一间房屋），占地面积为90m2，建筑面积
80m2,由于该土地和房屋的占用人王健不能提供土地证和房产证，
因此凡与该地块主张权属或者对对该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
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
批等有效证件），逾期未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
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杜先
生；联系电话：13307617018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4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现道客五里编号H12，
属于空地墓地，四至：东至道客五里一横路、南至小巷道、西至H81
宅、北至H82宅，土地面积178.86平方米。目前，没有找到土地主，
向邻居、村民、村社干部等多方了解，该土块已多次转让，均不晓得
户主是谁，均无法提供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
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
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
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杜先
生；联系电话：13307617018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4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宏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招标项目：公园后路市政工程；工程概况：南起滨涯路、北
至金垦路，城市支路，道路工程长473.814米，宽24米（5+14+5）；雨
水管道长502米，管径规格W*H（00*1200；污水管道长385米，管径
规格di400；包括道路、交通、排水、照明、绿化等。资金来源：政府投
资；计划工期：180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包含的全
部内容。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拟派项目负
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专业二级(含以上
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其它具体事宜请详见2016年1月25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李工0898-68503712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海口市琼山区2015年凤翔街道办第二批小街小巷整

治改造项目（四标段）；
项目概况：迈瀛路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消防工程,道

路长度644米，平均宽度7米。招标控制价为：2188253.54元。计划
工期：60日历天。招标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投标人资格要求：（1）投标人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2）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在本单
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报名要求：请于 2016年 1月 25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联系人：孙工0898-65823617）。
招标公告内容详情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6〕1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
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
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
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

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
申请时间：2016年01月24日08:00至2016年02月24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

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
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6

年02月2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6年02月26日08:30至08:40；开标时间：2016年

02月26日08:50；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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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

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
08:00-12:00，下午 14:30-17:0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
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5、上述所
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01月24日

宗地号
2015-22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80569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0.55

建筑密度（%）
≤35

绿化率（%）
≥30

建筑限高（米）
≤40

出让年限
40

保证金（万元）
3693

起始价（元/平方米）
585

投资总额（万元）
≥24593.7

回家过年会不会被堵在路上？交
通运输部门保障春运期间公路通畅方
面有什么招数？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出行服务处
工程师郑宗杰介绍，为了有效缓解收费
站可能出现的拥堵，公路交通部门将进
一步优化免费管理流程，采取免费车
道，“入口不发卡、出口抬杆放行”的快
速通行模式。另外，根据交通客流情

况，设置和规范专用免费通道，使免费
车辆和缴费车辆分车道有序通行。在
收费和免费转换时段，即2月7日零时
前后，以及2月13日24时前后，各地将
设置过渡期，采取增加人员、全开车道、
复式收发卡等模式提高收费通道通行
效率。

今年春运期间，交通运输系统着
重强化了各种运输方式的协同配

合。一是加大运力供给，让旅客乘坐
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时更省心、省力、
省时。二是加强城市内外的运力衔
接。科学安排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
和出租汽车运力，提升旅客“最先和
最后一公里”出行效率。三是加强城
乡间的运力衔接。针对春运期间农
村地区探亲访友、集市庙会较为集中
等情况，积极发展城乡公交、镇村公
交，增开农村客运班车，切实方便农
民进城、市民下乡。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会不会被堵在路上？

29亿人次大迁徙

交通运输部解读春运4大热点
2016年春运24日拉开大幕，此后40天中国进入

“春运模式”。初步预计，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
达到29.1亿人次，增长3.6％。

被称作世界最大规模人口大迁徙的春运，透着一
个字：难。买票难、上车难有何缓解措施？高速路会
不会拥堵？安全事故如何避免？记者采访了交通运
输部相关负责人。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
水平说，今年春运旅客出行总体呈现四
个方面特点：

从客流空间分布来看，跨省出行比
较多。通过大数据技术并结合历年春
运数据，预计2016年春运期间跨省客
运量占比将达60.5％。

从客流时空分布来看，呈现双高

峰特征。节前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腊
月二十七到除夕，客流主要由大城市
向小城市疏散。节后客流高峰将出
现在正月初四至初六，河南、四川、湖
南、安徽等劳动力输出省份旅客发送
量较大。

从服务需求来看，高品质个性化的
出行需求更加旺盛。广大旅客对网络

购票、出行信息、换乘衔接等多个方面
有了更高的期待，高品质、个性化、多样
化出行需求更加旺盛。

从出行距离分布来看，中短途出
行占比较高。2016年春节期间旅客
出行平均距离为 410公里，其中 500
公里以内占 75％，出行方式将以公
路、铁路为主。高铁出行比例明显增
加，旅客在途时间将大幅缩短，到发时
间非常集中，城市客运系统集疏运压
力较大。

大数据：跨省客运量超六成

针对每年春运购票难的情况，交通
运输部门采取了哪些专门措施？

王水平介绍，今年春运，道路水路
投入了充足的运力，各汽车站和港口客
运站票源较为充足，绝大多数主干线上
的车票和船票基本不存在“一票难求”
的情况。

湖北省在汽车客运站准备了70台
自动购（取）票机，在1800家邮政网点

开展了汽车票代售业务，大大方便了旅
客购票。

目前，北京、江苏、河南等13个省
份的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已开始试
运行，乘客不出家门即可购票，还可以
购买异地票。

王水平介绍，一是运输企业将根据
旅客流量、流向，及时增开售票窗口，延
长售票时间，优化预售票时限，增设自

动售（取）票设备。二是加强互联网在
春运售票服务中的应用，大力推进网络
售票。

“农民工是春运保障工作的重点
服务人群之一，要确保农民工走得了，
走得好。”王水平说，要做好务工人员
和学生集体出行旅客售票服务。协调
运输企业积极提供包车运输服务。在
大专院校集中的地区，组织开行学生
专列和包车，提供上门送票、预定团体
票和往返票等特色服务，提升学生出
行便利性。

购票难：增加运力＋方便售票

安全生产工作历来都是春运的重
中之重。1月中旬以来，交通运输部已
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全国12个春运重
点省份进行安全大检查。同时，组织
14个省份开展交叉检查，以车、船、港、
路、站、工地和人的安全为重点，及时消
除事故苗头。

王水平介绍，今年春运期间，将重

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严格落实好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道路运输企业
严格执行长途客车凌晨2至5时停车休
息或接驳运输措施，强化危险货物运输
及城市公交、轨道交通安全监管，严禁
船舶“带病营运”、非法营运、非运输船
舶载客。

二是切实提升运输安全动态管控

能力。目前，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
控系统车辆入网总数达到67.6万辆，入
网率达97.1％。春运期间，将充分利用
好这个系统，督促各地运输企业严格落
实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加强车辆运行动
态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驾驶员超速、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提升车辆在途安
全监管水平。

三是开展长途客车接驳运输。截
至目前，全国共有27个省份的3799条
线路、8085辆车辆实施了接驳运输。

保安全：消除事故苗头

1月24日，乘客拖着行李在太原火车站准备上车。 新华社发

1月24日，在广州火车站广场降雪场景。
当日，超级寒潮带来的“极寒”天气，使广州罕见

地下起霰和雪。据广东省气象台介绍，这是60多年
来广州城区首次出现这种天气。 新华社发

广州城区降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场雪

据新华社南京1月24日专电 江苏省张家港
市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利用“支付宝”平台建聊天
群，以“抢红包”形式组织赌博的特大案件，先后在
浙江、福建、贵州、江苏等地抓获以王某为首的犯
罪嫌疑人13名，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2015年9月以来，王某伙同朋友在“支付宝”
上建立了数个聊天群，拉拢网友入群后，由固定人
员发放红包。为让“红包群”保持吸引力，王某等
人将“抢红包”玩出了不同的花样。例如根据红包
金额的最后两位相加，以“21点”等形式计算输赢。

据统计，从2015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王
某等人建立的赌博群全部进账达到1000多万元，
先后有数百人参与赌博。通过抽头渔利，王某等
人获利100余万元。目前，涉案的9名主要犯罪
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逮捕，专案组正在对参与赌
博的嫌疑人进行核查。

利用“支付宝”建“红包群”

江苏张家港破获
赌博特大案件
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据新华社台北1月24日电 台湾气象部门24
日持续发布低温预报，全台各地低温再度下修，台北
市25日最低只有3℃。持续低温已造成多人死亡。

气象部门下修温度预测，25日台北市和东北
部最低温也从4℃下修至3℃；南部地区今天最高
温从11℃下修至10℃，台东地区低温也下修至
11℃。外岛澎湖、金门、马祖最低温也同时下修。

据报道，高雄市消防局3天来接获不少失温、心
血管疾病等送医案例，截至24日傍晚累计有16人
送医到院前无呼吸心跳，以高龄心血管病患居多。

高市消防局指出，这16个个案都是疑似与气
温陡降有关，大部分是心血管疾病病发者，其中年
纪最大的93岁，年纪最小的65岁。桃园市统计，
截至24日下午7时止，已有7人疑因低温条件失
温或引发心血管疾病而猝死。

“霸王级”寒流
致台湾持续低温多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