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6.8
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5200余
间房屋倒塌，7.4万间不同程度
损坏

截至5月11日9时统计，共造成浙江、
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等10省区市64市（自治州）243个县
（市、区）受灾

受灾人数达
466.6 万，66 人死
亡，10人失踪

农作物受灾面积268千公
顷，其中绝收28.3千公顷；直接
经济损失53.3亿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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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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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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家GF总部暨文化体育与信息产业
村（园）项目用地规划指标确定论证报告》

公示启事
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我局已组织召开《世界一家GF总部

暨文化体育与信息产业村（园）项目用地规划指标确定论证报告》专
家论证会，已按专家会议纪要修改完善报告文本。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6年5月12日至2016年6月10日(30天)。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海

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ghj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该调整涉及其相关权益的，应在公示期

限内向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郑声乐。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5月1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5HN0046号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省演丰示范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小区二
号地块15号楼三层商业裙楼进行整体（扣除部分面积）公开招租。

一、项目简介：招租项目位于海口市演丰镇西河一路与瑶城一
路交界处，周边中高端居民社区林立，随着医院、敬老院、农贸市场
的建成开业，人流物流通畅，周边住宅小区、公租房小区户主已陆续
开始入住，将逐渐聚集商业经营所需人气。目前项目已整体竣工
验收，内部水泥沙浆抹面、毛地皮，招租房屋为框架结构，单层层
高约4米。本次招租的商业裙楼，招租面积约为1388.83m2，其中
第一层319.33m2，第二层736.9m2，第三层332.6m2。

二、竞租底价：人民币252126元/年，租赁期限为5年。公
告期为2016年 5月12日至2016年 5月25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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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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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5月12日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2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6月6日上午十时在我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琼海市嘉积镇银海中心区一栋四层钢混结构建筑面积
398.4平方米【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3344号】及其占用土地面
积12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国用（2005）第0306号】。参
考价：1731048元；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3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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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 账号：1009689400000122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
第14号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该房产及土地拍卖成交后契税由买受人承担，除契税
以外的其他所有的相关税费由被执行人承担。

拍卖单位：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座2103室
电话：68585867 13907681867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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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86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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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0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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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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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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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760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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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99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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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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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6]223号、224号、225号、227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
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31110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日

产权申请人
黄玉昌
陈洋
邓超武
费敬红

申请依据
516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611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603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203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土地座落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申请土地面积
31.97平方米
35.17平方米
38.07平方米
38.07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项目名称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民政
部获悉，5月4日以来，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
等地接连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遭受了强对
流、暴雨洪涝及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强降雨致江南华南西南76人死亡失踪 据新华社郑州5月11日电（记者宋晓东）
记者11日从黄河防汛抗旱会议上了解到，受超
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我国气象年景总体
偏差，汛期黄河流域主要多雨区降雨量预计将
较常年偏多2成，黄河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可能
性增大，黄河防汛形势严峻。

黄河自1982年发生15300立方米每秒洪
水以来，已连续34年未发生超过10000立方
米每秒量级洪水，从洪水规律看，“久旱之后，
必有大涝”，黄河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黄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全国有28万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最新数据表
明，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今年一季
度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死亡失踪
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增加130％、
200％和170％。

受近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降雨强
等因素影响，南方已有多地陆续出现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成因
复杂，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
素。其中，降雨量、降雨强度和降雨
历时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福建
国土厅地质环境处副处长刘顺桂说，
在遭遇多次强降雨时，江河水位较
高，土壤接近饱和，易发生泥石流、滑
坡等地质灾害。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地区已遭遇
了多轮持续强降雨袭击。“自3月21
日起，南方地区接连出现13轮暴雨强
降水过程，5月份就多达3轮。”国家气
候中心气候与气候变化监测首席专
家周兵介绍，以往每年3月至5月是
江南春季连阴雨季节，4月至6月是华
南前汛期，今年两个气候现象出现叠
加，加剧了南方雨势。

“随着持续强降雨且落区与前
期重叠，南方地区降水的重叠效应

加大了灾害风险，如土壤含水量将
进一步增加，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洪
水、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
升高。”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
学款说。

受访专家进一步分析表示，近期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出现与厄尔尼
诺现象具有较大联系。国土资源部
地质环境司司长关风峻说，2014年以
来的这轮厄尔尼诺现象横跨三年，已

成历时最长、强度接近于1997－1998
年的又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受
此影响，今年我国降水偏多，南北方
汛期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地质
灾害防治形势严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致灾因素多，有很强的
突发性，破坏性强，造成后果点多面
广，公共安全隐患大。

“目前，我国已完成 1080 个县

（市、区）的地质灾害1：5万详查调
查工作和15833处隐患点的勘查工
作，基本查清全国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分布情况，但我国地质条件复
杂，隐患点数量不断动态变化。”国
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通
过综合治理国内地质灾害隐患点
核销了很多，但随着情况动态变化
和调查排查深入，未来隐患点仍会
继续增加。

上述负责人表示，部分矿山企
业、施工单位还存在宿舍工棚选址不
当、临灾避让意识不强、侥幸心理和
麻痹思想等问题，导致矿山和在建工
程等区域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在全
国28万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对于
众多威胁集镇、学校、医院、村庄等人
员密集区的隐患点，亟待采取搬迁避
让或工程治理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荣启涵）
我国南方地区出现连续多轮降雨，记者11日从
国家海洋预报台获悉，根据最新大气海洋监测
结果，这场持续13个月在赤道中东太平洋发生
的极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4月结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影响消失。据预测今
年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将进入拉尼娜状态。

一波刚走，一波又来。频频出现影响气
候变化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究竟是什么
含义？据了解，厄尔尼诺是指太平洋赤道海
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常带来
干旱、洪水等灾害。拉尼娜现象则与之相反，
该区域海水温度异常降低。这两种现象都与
全球气候有密切联系，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出
现的几率增加。

国家海洋预报台：

夏季或进入拉尼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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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入汛以来最高洪峰过长沙橘子洲大桥。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眼下，强降雨天气正在南
方继续肆虐，多地接连出现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随着
福建泰宁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
的深入推进，公众十分关注今
年的地质灾害防治情况。

“新华视点”记者从国土资
源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有28
万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第二
季度全国陆续进入汛期，地质
灾害防治形势将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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