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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城投·长信蓝郡（二期）项目；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海口长信吉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福建省建
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和谐路9号；
建设规模：新建23栋低层生态住宅，地上3层，物业管理用房1栋，地上
1层，社区服务中心 1栋，地上 2层，地下室 1层，总建筑面积为

13810.64平方米；计划工期：370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全过程监
理；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
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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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其他具体事宜详见2016年05月
11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本
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联系人：程工 18689919100。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城投·长信蓝郡（二期）项目；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海口长信吉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福建省建融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和谐路9号；建设
规模：新建23栋低层生态住宅，地上3层，物业管理用房1栋，地上1层，
社区服务中心1栋，地上2层，地下室1层，总建筑面积为13810.64平方
米；计划工期：37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水电安装及相关配套工程施

工总承包（详见施工图）；工程质量要求：合格；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
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原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
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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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经理,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其他具体事宜详见2016年05月
11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本公
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联系人：程工18689919100。

公 告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廖启生等8名同志（见附表），因你连

续旷工，经公司多种方式与你本人或家属联系，你至今仍未到岗
报到。已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和公司的
规章制度，为对你个人负责，公司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

1.限你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公司人劳部门报到，向组
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公司报到，公司则依法与你
解除劳动合同。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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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廖启生

朱琳

文姗姗

彭金林

符铭扬

文承庆

王玮彬

钟凯

所在车间

海口货运中心

海安南车站

海口货运中心

海口车辆车间

海安南车站

海口机务运用车间

海口工务维修车间

海安南车站

备注

粤海铁路轮渡南北港售验票系统软件开发工程，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有意参与本项目的单位
进行投标。

一、招标方：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二、工程概况及招标范围
1.工程概况: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先进技术，整体设计、分步

实施，并考虑系统可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对粤海铁
路轮渡南北港售验票系统软件进行开发调试及安装，并自动采
集过海车辆车牌、车重、长宽高、身份证等信息，实现过海旅客自
动检票上船功能。

2.工程地点：分别在轮渡南港（海南海口）和北港（广东徐
闻）。

3.工期要求：合同签订后60日完成安装、调试。
三、承包方式：固定总价承包。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满5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伍佰万元。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项目负责人从事计算机

专业工作10年及以上。
4.具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外地投标人应在海口市内

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16年5月11日至13日上午9时至12时。
2.获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铁路南港码头轮渡管理部 。
3.获取方式：持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委托书）、企业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本人身份证原件、海南日报》招
标公告，经核实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投标人。

4.投标人须缴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叁万元。
六、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6年5月13日12 时30分。
联系人：赖先生 电 话：13876378122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5月10日

招 标 公 告招 标 公 告
粤海铁路轮渡南北港售验票硬件集成工程，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有意参与本项目的单位进行
投标。

一、招标方：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二、工程概况及招标范围
1.工程概况:提供数据库服务器、磁盘柜、交换机、机柜、售票

计算机、身份证扫描仪、自动检票闸机、车道闸、KVM、辅材等设
备一批，并负责调试及安装集成，实现售票、过海旅客自动检票
上船等功能。

2.工程地点：分别在轮渡南港（海南海口）和北港（广东徐
闻）。

3.工期要求：合同签订后60日完成安装、调试集成。
三、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固定总价承包。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满3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叁佰万元。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较强的计算机等硬件设备供应和集成能力、本地化

服务能力，非本地投标人应在本省内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作为
常驻技术、服务支持机构。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16年5月11日至13日上午9时至12时。
2.获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铁路南港码头轮渡管理部 。
3.获取方式：持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委托书）、企业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本人身份证原件、《海南日报》招
标公告，经核实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投标人。

4.投标人须缴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叁万元。
六、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6年5月13日12时30分。
联系人：赖先生 电 话：13876378122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5月10日

诚聘英才
海南迈迪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是输变电工程专业企业，拥有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二级资质。因业务发展需要，诚聘以
下行业精英：1、技术总监2名：要求年龄35-50岁，男性优先，身
体健康，电力相关专业学历，中级以上职称，有丰富的项目可研、
设计、造价、施工经验，月薪1万~2万元，有年终奖励。2、预结算
部经理1名：年龄35-40岁，性别不限，身体健康，电力工程相关
专业，中级以上职称，造价工程师，有丰富的概、预、结算经验，熟
练使用广联达等预算软件，熟悉电力、土建及市政定额，月薪1万
元，有年终奖励，熟悉电力设计优先。3、项目经理2名：年龄30-
40岁，男性优先，二级及以上机电专业建造师证书，有5年以上现
场项目管理经验，懂电气二次线路，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配电
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送电流程，月薪8千~1万元，有年终奖励。
4、业务员2名：年龄30-35岁，性别不限，本行业五年以上工作经
验，有底薪及项目提成，福利待遇面议。以上人员均要求有较好的
文笔、擅长沟通、富有责任心及工作激情。

地址：海口市世贸路世贸中心F座702室
邮箱：hainanmaidi@vip.163.com
联系电话：68537988 1397668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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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海榆西线公路54公里处南侧金马花园

27套房产（证号：澄房权证金江私字第10467—10493号，建筑面积
合计：2681.29m2）,整体拍卖参考价782.8万元，保证金200万元。（整
体拍卖优先）保证金10万元/套。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房号

4号楼602

4号楼702

4号楼1002

4号楼1202

5号楼501

5号楼701

5号楼702

5号楼901

5号楼1202

建筑面积（m2）

124.19

124.19

124.19

124.19

87.42

87.42

124.19

87.42

124.19

参考价（元）

340000

350000

365000

380000

240000

245000

340000

253000

380000

房号

5号楼1302

6号楼1单元902

6号楼1单元1301

6号楼2单元1101房

6号楼2单元1501房

7号楼1单元3A02

7号楼1单元602

7号楼1单元1002

7号楼1单元1802

建筑面积（m2）

124.19

86.26

126.70

83.94

83.94

88.00

88.00

88.00

88.00

参考价（元）

385000

250000

390000

253000

270000

233000

240000

260000

296000

房号

8号楼1单元103

8号楼1单元302

8号楼1单元13A01

8号楼1单元1601

8号楼2单元703

8号楼2单元1003

8号楼3单元203

8号楼3单元1302

8号楼3单元13A02

建筑面积（m2）

89.41

87.22

84.87

84.87

84.87

84.87

126.31

87.22

87.22

参考价（元）

225000

227000

270000

280000

240000

250000

320000

270000

276000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32号

1、拍卖时间：2016年5月18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
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 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
2016年5月17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证
金时间：2016年5月16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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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账号：1009454890000414；6、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32号须注明所购买的房号（如代
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
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31981199
13322006990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据新华社西安5月10日电（记
者杨一苗）记者10日从在西安召开的
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我
国通过大幅压缩文艺评奖项目，艺术
创作环境不断优化。

据了解，我国通过压缩文艺评奖、
加强评论，进一步完善了艺术评价体
系。据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介绍，目前

文化部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项目只保
留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1项，评奖
数额由530个压缩为60个，压缩比例
为89％，分项由24个压缩为8个，压
缩比例为67％。同时，取消了所有国
内全国性文艺比赛和展演中的评奖活
动，仅保留3项国际性艺术节的评奖。

以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

奖为例，文华奖现设文华大奖和文华
表演奖两个分项，每个分项评奖数量
各10个，取消了文华剧作奖、导演奖
等单项奖项。同时文华大奖的评奖严
格演出场次要求，文华表演奖对参评
演员面向基层观众的年均演出场次也
有明确要求，此外评委除了专家评委
外还新增了群众评委。

本报讯 近日，今年最值期待的好
莱坞动画电影之一《冰川时代：星际碰
撞》（媒体简称《冰川时代5》）发布了
一款全新的中文预告片。预告中我们
熟悉的冰川萌物们集体回归，带来更
为浩大的冒险，这次松鼠奎特追逐松
果飞上宇宙，酿成让地球近乎毁灭的
大祸，而在地球上还在泡妞的树懒希
德以及其他玩闹、争斗的冰川动物们，
对这个灭顶之灾毫无准备，因而在这
场逃亡之路上笑料百出。

蓝天工作室出品的《冰川时代》是
全球最受欢迎、最卖座的好莱坞动画
系列之一，前四部全球总票房高达28
亿美金，尤其最后两部票房均超过8
亿美金。这一系列几乎俘获了全世界
各年龄段的观众，不仅仅是小孩喜欢，
大人也爱看。

片中松鼠奎特、猛犸象曼尼、剑齿
虎迪亚哥、树懒希德这些生活在冰川大
陆上的动物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动画明
星。从预告上能看到，这一部，他们面

临的冒险将会全面升级，也会比前几部
更为爆笑。除了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
巴克会回归之外，本部片子还有一个新
角色出现，一只美丽的美洲驼香格里出
现。据悉，这一部松鼠带来的这个灾
难，会引发冰川地质年代的终结，也就
是说“冰川时代”将会迎来终结，之后会
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这一部对于喜
欢这一系列的观众来说不容错过。

该片将于暑期档7月22日在北
美上映，中国内地有望引进。（小文）

我国大幅压缩文艺评奖项目
评奖数由530个压缩为60个

今年最值期待的好莱坞动画电影之一

《冰川时代：星际碰撞》
发布新中文预告片

《冰川时代：星际碰撞》里的动物明星。

本报讯 5月9日，中国著名词作
家张藜在北京复兴医院因多种疾病
并发症去世，享年83岁，据北京爱心
翀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藜
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赵晓明先生介
绍，张藜的追悼会将于本周日在北京
八宝山举行。张藜生前创作了众多
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我和我的祖
国》、《亚洲雄风》、《山不转水转》、《篱
笆墙的影子》等。

张藜生前曾出任北京爱心翀天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艺术顾问。赵晓明
透露，他于2014年1月入院，这两年一
直在医院接受治疗，但包括其夫人杨
阜兰在内的家人一直都很低调，所以
才没有对外透露过多的消息。赵晓明
表示，除了本周日的追悼会，他们还计
划展开其他的纪念活动，“我们正在整
理一些张藜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歌词、
文稿，其中有一部音乐剧叫《爱不失
约》，一共20集、104首歌，此前从没有
公开发表过。” （小北）

《柠檬初上》开播
收视率破1%

本报讯 由刘恺威、娜扎、孙艺洲主演的暖
心励志时尚爱情剧《柠檬初上》正在江苏卫视幸
福剧场热播，开播收视率达到1.06%。

剧中，“霸道总裁”刘恺威变身“暖男奶爸”左
再骏，高颜值且暖心的新形象大受观众喜爱。刘
恺威透露，此次完全是本色出演“左再骏”，自己与
这一角色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娜扎在剧中情牵
刘恺威、孙艺洲两大男神，她曝料称，“两位男神各
有魅力，与他们合作超默契、超开心。” （欣欣）

据新华社西安5月10日电（记
者杨一苗）我国大力推进艺术精品创
作，同时加大艺术创作的保障措施，
未来5年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资
金达40亿元。

5月9日至10日，2016年全国
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文
化部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把创
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

心环节，研究制定本地区的艺术创作
规划，积极实施精品创作计划。同时
加大艺术创作的保障措施，未来5年
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项目将达到
约5500项，资助资金40亿元。

2015年，我国创作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艺术作品，全年新创作话剧
301台、戏曲151台、儿童剧156台、
歌剧23台、音乐剧41台、舞剧58台。

未来5年国家艺术基金
立项资助资金达40亿元

著名词作家张藜去世
曾创作《亚洲雄风》

汪东城亮相《全员加速中》

本报讯 湖南卫视大型创意实景游戏综艺
《全员加速中》目前正在热播中，每一期新亮相的
加速队员也引发众人关注。在即将于本周五晚8
点20分播出的第三期节目《猎人学院大逆战》中，
又将迎来令人惊喜的新面孔，他便是曾风靡一时
的台湾男子偶像组合飞轮海成员——汪东城。

本期节目中，加速队员集体深陷“猎人学
院”，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猎人并被转
化身份。而大型航机、飞行项目、复杂推理更是
让队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汪东城全新
入局，究竟会有如何表现？值得关注。（欣欣）

《外公芳龄38》再发新剧照

佟大为被“剃”光头

本报讯 由韩国名导安兵基执导，佟大为、陈
妍希和吕云骢领衔主演的合家欢喜剧电影《外公
芳龄38》即将于今年7月15日上映。继日前曝
光夏日版人物海报后，10日再发一组新剧照。

在这组新剧照中，佟大为颠覆变身“史上最
年轻外公”，多款造型首度被曝光。片中身为单
身电台男主播的他数套帅气服装不重样，还首
次以光头造型亮相大荧幕。片中佟大为卖萌扮
酷样样信手拈来，他将如何与从天而降的女儿
和外孙斗智斗法？祖孙三代同居会擦出怎样的
爆笑火花？着实令人期待。 （欣欣）

小沈阳夫妇
加盟《拜托拿稳》

本报讯 近日，喜剧界模范夫妻小沈阳、沈春
阳双双加盟大型游戏互动公益节目《拜托拿稳》，
节目将于本周日晚9：20在山东卫视首播。

本期主题为“夫妻大对战”，两位明星助阵
嘉宾各率一支由三对素人夫妻组成的战队对垒
PK。节目中小沈阳夫妇和素人夫妻不仅互呛
狠话，还在游戏中互相“使绊子”，激烈程度非同
一般。小沈阳和沈春阳游戏之初就互相拆台：
小沈阳透露自己曾玩过两次娃娃机，女伴并非
沈春阳。随后，小沈阳还在游戏中与美女队友
贴身热舞，无视一旁的沈春阳。 （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