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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3HN002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口市海甸岛海达一横路1
号兴安公寓二单元三套房产：1、603房，面积70.32m2，挂牌价格22
万元；2、604房，面积86.53m2，挂牌价格27.07万元；3、605房，面积
86.77m2，挂牌价格27.14万元。兴安公寓建成于1993年，钢混结
构，标的所在楼总层高7层，无电梯，每套房均有房产证，无土地证。

本项目采取“网络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
期：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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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03（施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3月29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0）第006405号
土地证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6]84号
佟建民、候晓东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

道一横路中心花园1号别墅，使用权面积为6096.18平方米，分
摊面积为1491.67平方米的海口市国用（2010）第006405号《国
用土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用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
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在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本
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
述。预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佟建民、候晓东补发上述宗地的
《国用土地使用证》。

2016年3月25日

海南宝徕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4、29、3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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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1、位于海口市金贸西路18号华贸大厦B座3G号房产（房产
证号：海房字第HK121598号，建筑面积：101.76m2），参考价：55.1437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2、位于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21号世博大厦19层1905号房
产（证号：HK082276号，建筑面积：183.13m2），参考价：79.2404万元，
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3、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秀新路泰河苑G栋一单元304房（备案登记
是海口市秀英大道35号住宅楼二期B304的房产）。证号：HK162750号，
建筑面积：151.39m2，参考价：83.370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4、位于海口市海景路78号蔚蓝·海语印象（烟波阁）A-15B房
一套（房产证号：海房字第HK215450号，建筑面积：185.81m2），参考
价：153.4047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4月15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10号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A

栋1203房拍卖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4月

14日17: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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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 ：
1009454890000410、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411标的3、账号：
1009454890000412、标的4、账号：1009454890000413；

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标的1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

担；（2）标的2标的3标的4净价拍卖，所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5342918 13034927009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6）第1号

根据《文昌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
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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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
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
人电话、邮件、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最大满足项目开发建
设条件要求并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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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4月27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
局三楼土地利用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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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4月27日到文昌市国
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
年4月27日17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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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7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6年4月19日8时
00分至2016年4月29日10时0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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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2016年4月29日10时00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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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

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该宗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二）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宗地
属商业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该项目规
划方案要求，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三）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
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
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林先生、李先生、郭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38825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3月29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霞
洞村民委员会

地块编号
文 集 建 试
（2015）-23-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教育东路
与滨华路交叉口地段

面积（m2）

2802.13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6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399.285

竞买保证金（万元）

239.571

三亚文体局原局长
严重违纪被开除公职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今
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市监察局日前对该市
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原局长董永泉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董永泉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违纪问
题已涉嫌犯罪。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三亚市监察局审议并报市政府批准，
决定给予董永泉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商务厅原副处长陈睐
严重违纪被“双开”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丁影）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纪委日前对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处原副处长陈睐严
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陈睐在担任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副处长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企业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财物。在纪律审查期间，陈睐能主动配合组织调
查，主动交待问题，认错悔错，积极退缴违纪所
得。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省纪委常委会和
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陈睐开除
党籍、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郭景
水 张婷 通讯员钟坚）记者从今天下
午召开的全省学校消防安全整治工作
会议上获悉，省教育厅、省消防总队联
合开展为期 7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推进解决学校工程消防行政审批手续
缺失等问题，从源头上抓好学校消防
工作。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的整治范
围是1998年9月1日（含当日）以后建

成或进行改建、扩建（含室内装修、用
途变更等）且未依法申办消防安全行
政审批手续的学校建筑物。通过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力争全省学校建筑物
依法取得消防行政审批，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

根据有关消防法律法规，1998年9
月1日（不含当日）前已经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学校建筑物可不纳入此次专项
整治范围，但仍应该按照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完善相关消防
设施设备，规范消防安全管理。省教
育厅、省消防总队将在充分调研了解
的基础上及时公布此类学校的建筑具
体目录。

据了解，造成省内学校工程未办理
消防行政审批手续的原因十分复杂。比
如有的是建设项目缺少土地使用证、建
设规划许可证等手续；有的是施工与设
计图纸不相符、工程资料不齐全；有的是

消防设施不符合标准、校园没有符合消
防供水标准的水源等。

省教育厅要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
则，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督促解决
辖区内所属学校工程消防审批手续办理
的问题，各高等院校、省属中职学校、省
教育厅直属中学以及高校附属中学以学
校为单位推进解决。各地各校要在消防
部门的指导下，把底数摸清，把原因搞
准，造册登记，并按照符合消防验收的标

准整改措施，做到一栋一案，查缺补漏，
加快整改。

省教育厅、省消防总队将按工作进
度对各地各校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并
把专项整治开展情况纳入对市县教育行
政部门年度安全工作考核中。以本次专
项整治为契机，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各
学校要加强校园火灾源头的防控、加强
学校消防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师生安全
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

屯昌一男子
因滥砍林木被判三年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王进）近日屯昌法院审理一起滥伐、盗伐林木案
件，被告人李某某违反国家森林法规在未经办理
砍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被屯昌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元。

据了解，2015年3月，被告人李某某购买了杜某
某种植的127株马占相思树。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
情况下，雇请工人进行砍树。事后，李某某见附近某公
司种植的马占相思树及桉树无人看管，遂叫工人继续
砍伐，直至5月14日被巡逻的护林员发现才停止。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某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私
自滥伐树木，且数量较大的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
同时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
自砍伐他人所有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也构成盗伐林
木罪。

我省启动学校工程消防安全问题专项整治

从源头上抓好学校消防工作

本报屯城 3月 28 日电 （记者李
磊 通讯员潘群聪 赖丰泰 万盛）3月
26日19时，屯昌县大同镇试场村一处
工地挖出一枚迫击炮弹，海南省军区
某排爆部队接到上级指示，火速赶往
现场排除险情。经该部排爆专家鉴
定，这枚炮弹长 60 厘米，弹径 8.2 厘
米，重3.3公斤，初步判断炮弹是上世
纪60年代部队演习时遗留的未爆弹
药。弹体现锈迹斑斑，引信已经松动，
随时有爆炸危险。

“排爆危险系数最高的环节是转

移。”该部排爆手王磊介绍，排爆主要是
将爆炸物安全转移至开设好的爆破区，
利用TNT炸药实施引爆或者人工拆
除。这枚炮弹由于引信松动，转移时如
果晃动过大会导致爆炸。为了减少人
工转移的晃动，王磊轻轻地拿起炮弹，
朝500米处的爆破区走去。近半个小
时后，王磊终于完成了500米的“生死
之旅”，安全转移炮弹。

走入爆破区，王磊像绣花一样穿针
引线，将TNT炸药块固定在炮弹上，小
心翼翼地将雷管插到炸药里，这其中的

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有一丝马虎，稍有
疏忽就可能酿成大事故。装药准备完
毕后，小王撤出爆炸区。“三、二、一，起
爆！”一声巨响，巨大的火球尘柱腾空而
起，炮弹成功销毁。

据悉，该部具有丰富的排爆经验，
曾多次参加海南军地废旧弹药销毁，
2010 年 10月，官兵们对定安石龙水
库、海口市三江农场南洋水库、罗豆农
场内涝等险情成功实现爆破泄洪，保
住了160多个村庄、24000多名群众的
安全。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见习记者
丁平）今日上午10时许，海口市金龙路
与龙昆北路交接处的南大桥底，一辆中
国邮政货车被卡在桥底进退不得，车身
倾斜与地面约呈30度角。据邮政车司
机介绍，他当时是为了避让一辆迎面而
来的电动车，情急之下往左边打方向盘，
才“钻进”了桥底下被卡住。

中午12时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
邮政货车车厢仍卡在桥下，桥体约有6
米左右划痕。辖区交警已经在事故现场
拉起警戒线，劝离围观群众疏导交通。
虽然辖区交警已调来一辆小型吊车，但

由于被卡货车体积较大无法将其拖出。
据邮政车驾驶员苏先生称，自己于

今日10时许，驾驶货车送报纸，行驶至
金龙路与龙昆北路交接处时，迎面开来
一辆电动车，为避让电动车，情急之下往
左边打方向盘，才“钻进”了桥底下被卡
住。“人没事，就是吓了一跳……”

直至下午1时30分左右，邮政货车
被新调来的吊车拉出，脱身后的邮政货
车随即开离现场。

“从划痕可以看出，司机撞到桥后还
没有紧急处理，继续往前走。”警方表
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本报万城3月28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曾望）近日，万宁市公安局开展
打击侵财犯罪专项行动，梳理辖区内盗
窃摩托车系列案件，成功摧毁一在万城
地区频繁作案的“瘾君子”盗窃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3人，追回4辆价值几万
元的被盗摩托车。

近 1 个月来，万城上灶村、凯伦
乐酒店相继发生盗窃案件。万城镇

派出所办案人员调取案发当时的监
控视频发现，盗车嫌疑人作案时以蒙
面头套伪装，躲避监控录像，且动作
快速，从开锁到飞车逃走不到 2 分
钟。经过专案人员甄别分析和多方
走访，有盗窃前科并多次被强制戒毒
的沈某云浮出水面，并成功将其抓捕
归案。

面对专案人员搜出的蒙面头套等

物证，沈某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
交代了严某洪、胡某顺等盗销作案团
伙。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将正在吸毒的
胡某顺等人抓获，同时缴获毒品约20
克，扣押来路不明的摩托车3辆。另一
犯罪嫌疑人严某洪随后投案自首。至
此，活动在万城的这个盗窃团伙成员全
部落网，万宁公安追回被盗摩托车四
辆，同时摧毁一吸毒窝点。

屯昌一工地发现未爆炮弹

省军区某排爆部队成功排除隐患

万宁摧毁一“瘾君子”盗窃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

货车被卡南大桥下进退不得
司机称为避让电动车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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