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15 日电
（记者张淼）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15
日在瑞士日内瓦发布，该指数显示中
国首次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
体前25强，瑞士、瑞典、英国、美国和
芬兰依次占据榜单前五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
当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映
射出中国在这一领域表现的提升，这
也与我们看到的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相一致，包括中国将创新作为推动
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的重要要素。”

在评估高校水平、科学出版物和
国际专利申请量的顶层指标“创新质
量”中，日本、美国、英国和德国排名
前四，中国名列第17位，成为中等收
入经济体的领头羊，其次是印度（25
位）和巴西（2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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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迎来中国投资浪潮
中国对欧投资领域非常广泛，从

机场、核电等基础设施到化工、能源、
房地产、娱乐等行业。

并购是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主
要方式，如中国化工收购意大利轮胎
公司倍耐力、吉利收购沃尔沃、东风
入股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联想收购
德国梅迪昂电脑公司等。出于转型
升级的需求，中国跨国并购将继续保
持活跃，尤其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将
更加积极。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8月15日电）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905期）

受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 年9月5日10:00在
我司拍卖大厅第二次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278号海口宝景
度假花园12层1335号房产（证号：HK241995号，建筑面积63.5m2，拍卖
参考价：53.07万元）。2、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度假西区566号房产
（证号：三土房（2011）字第012092号，建筑面积：57.11m2，拍卖参考价：
59.98万元）。以上标的竞买保证金均为20万元。标的展示日期：自公告
刊登之日起至 2016 年9月2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日17：
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公司了解详情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到账
时间为准。标的说明：1、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相关税、费都由买受
人承担；2、请上述标的物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和其他优
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参拍的需办理竞买手续，缺席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联系电话:
0898-68538825 18789338111,法院监督电话：0553-5888088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房产预拍公告

受委托，拟于近期拍卖：海口市国贸大道王府公

寓 A 座 15 楼房产一套（建筑面积：154.54m2，

3F2T2W1C1Y，拎包入住），参考价：90 万元（净

价）。有意者请与我公司联系（资料备索）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电话：15203031310 68526239

联合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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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们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

拍卖：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人民西路南侧（书店用地对面）15331m2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儋国用（那大）第10022号]和位于海南省儋

州市那大镇人民西路南侧电力村向西200米向南入100米建筑面积

1459.60m2房产（证号：儋州房权证那大字第 09803号），参考价

2032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路40号环球大厦四楼海南尚品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

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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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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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1009454890000558；

6、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69号竞

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115918 18976212356

协拍机构：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81785 1370756115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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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和
平大道35号蓝岛康城2号第2层2A房（证号：海房字第HK198513号，
建筑面积：1301.82m2），参考价：1401.1489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
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6日
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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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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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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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账号：1009454890000696；6、缴款用途处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
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
费 按 国 家 规 定 各 自 承 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 31651618
1363764777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中标公示
海口市美兰区2016年“双创”小街小巷提升改造工程监理

于2016-08-16 日 8:30:00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
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
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济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8月17日至 2016年8月19日，共3个工

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联系电话:
0898-65374307。

招标代理机构：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荣昆河河道改造工程勘察标、设计标

中标候选人公示
荣昆河河道改造工程勘察标、设计标于2016年08月16日在海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定，现
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勘察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设计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三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 08月 17日至 2015年 08月 19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0898-
68555207。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2016年08月17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二、项目名

称：海口市康安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三、项目概况：新建一幢教学综合

楼，地下1层，地上7层，建筑面积约4663.55平方米。招标控制价为

11005152.20元。计划工期：18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工程、安装工

程等（详见施工图）。工程质量要求为合格。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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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6年8月18 日起从海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六、招标代

理：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13876312230。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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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海南省交通运输工会
海南省侨务工会委员会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
海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
海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民主同盟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盐务局
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海南省垦区公安局
省教育工会
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

省本级及市县各有关参保单位: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及保险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琼人社发
[2016]162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要求，我省按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应于今年8月
10日前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和缴费基数申报
核定业务，8月20日前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其2016年7
月31日前编制内退休的工作人员基本信息和待遇信息，将上
述退休人员从财政部门移交社保经办机构统一管理并从今年9
月份起改由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支付退休养老保险待遇。
同时，《通知》也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门从今年9月份起不再
安排该类人员退休费或“事企差”资金，同时收回上述各单位已
经安排的退休费或“事企差”结余资金。但截至目前，全省仍有
部分单位存在没有按照《通知》要求完成参保登记和缴费基数申报
核定业务，以及申报移交退休人员基本信息和待遇信息的情况。

为做好省本级及市县各有关单位的参保登记、缴费基数申
报核定和退休人员信息申报移交工作，确保退休人员养老保险
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经研究，社保经办机构将单位办理参保登
记和退休人员信息申报移交期限延长至8月25日。希望省本
级及市县各有关单位按照《通知》规定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参保登记和退休人员移交工作。如逾期未办理，造成本单位
退休人员9月份未能按时领取退休养老保险待遇，则按照《通
知》规定由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为督促省本级各有关参
保单位做好参保登记和退休人员移交工作，现将截止8月16日
尚未办理参保登记、缴费基数申报核定的单位和尚未申报移交
退休人员信息的单位名单予以公告如下：

1
2
3

海南省水务厅
海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序号 单位名称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公告
一.省本级尚未办理参保登记、缴费

基数申报核定的17家单位名称

二.省本级尚未申报移交退休人员信
息的116家单位名称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海南省跨海工程筹建办公室
海南省红十字会
海南省公安厅收容教育所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海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沙海事局
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节能监察大队
海南省老年大学办公室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 消费
者投诉举报调解处理中心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财政票据建帐监管中心
海南省乐东监狱
中共海南省纪委监察厅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
方志办公室)
海南省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海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接待办公室
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海南省美兰强制隔离戒毒所
海南省新成监狱

序号 单位名称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
中国民主建国会海南省委员会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法律援助中心
海南省预防犯罪研究所
海南省水务建设质量监督定额局
海南省司法厅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海南省审计厅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海南省统计局普查中心
海南省统计监测中心
海南省三江监狱
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
中共海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信访局
海南省木材管理局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海南省统计局
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办公室
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粮食局
海南省林业厅
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序号 单位名称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海南省琼山监狱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执法局
九三学社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南省委员
会办公厅
海南省农业厅
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电子
政务中心
海南省价格成本调查队
中国农工民主党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考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法院
海南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海南省森
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
海南省公安厅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总队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国致公党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南省物价局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

序号 单位名称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海南省国家安全厅
海南省作家协会
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海南省交通战备办公室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海南省拘留所
海南省国土资源监察总队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海南省专用通信局
海南省交通运输工会
海南省侨务工会委员会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
海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
中国民主同盟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盐务局
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理委
员会
海南省垦区公安局
省教育工会
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

序号 单位名称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中国首次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25强
“创新质量”名列第17位

中国位列世界最
具创新力经济体第25
位，较前一年上升4位

标志着中等
收入国家首次加
入了高度发达经
济体行列

2016年全球创新指
数是该指数发布的第九
版，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
际商学院共同发布

在核心部分的82项具体
评估指标中，中国在高科技出
口比例、知识型员工、15岁青
少年能力（阅读、数学与科学）
评估、公司培训等10项指标
中全球居首

中远海运收购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港务
局多数股权、美的收购
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
商库卡、中国财团收购
欧洲豪门AC米兰俱乐
部……近日，中国买家
在欧洲达成或完成多
项并购交易，持续见证
中国资本近年在欧洲
大陆的异军突起，预计
将把今年中企对欧投
资浪潮推向新高。

投资广泛
并购活跃

一周内并购五个项目
在截至本月10日的一周内，至少五个中国对欧投资项目达成协议或完成交易。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简称中远海运）与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签署《比雷埃夫斯港（简称比港）港务局多数股权交易完
成备忘录》，这标志该集团下属的中远海运（香港）正式成为比港港务局的控股股东，开始接管比港港务局的经营

美的集团宣布对全球领先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德国库卡集团股份要约收购的最终结果，美的共计持有库卡94.55％股权

中欧体育投资管理公司宣布与意大利菲宁维斯特公司完成签约，斥资7.4亿欧元收购意甲豪门AC米兰足球俱乐部99.93％股权

云毅国凯（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宣布收购英超西布罗姆维奇俱乐部控股公司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则宣布以700万欧元价格收购法国欧塞尔足球俱乐部59.95％股权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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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打死引发骚乱

美国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市实行宵禁

新华社美国密尔沃基8月15日电 美国威
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连续两晚发生骚乱后，市
长汤姆·巴雷特15日宣布该市从当天起对青少
年实行为期一周的宵禁，宵禁从晚上10时开
始。一名黑人青年13日在该市被警察盘问时
弃车逃跑，被警察开枪打死。这一事件在当地
引发民众抗议。

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
在也门遭空袭
致20人死亡，15人受伤

据新华社开罗8月15日电（记者陈霖）萨
那消息：无国界医生组织发言人说，位于也门哈
杰省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15日遭沙特领导
的多国联军战机空袭，造成至少20名患者死
亡，另有15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15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及其同盟所在的北部省份发
动了至少56次空袭。

关塔那摩“大批”释囚
美国国防部15日宣布，已经把15名关押在美

军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移送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这是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执政以来规

模最大的关塔那摩囚犯转移行动，被视为奥巴
马关闭这座监狱的“强有力信号”。

官方公布的囚犯信息显示，这次转移到阿联酋
的囚犯为12名也门人和3名阿富汗人，都是在未受
指控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部分人关
押时间超过14年。一个由美国政府6个部门代表
组成的定期审查委员会最近批准释放这15人。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
示，奥巴马任期内获释的关塔那摩囚犯中，5％
的人被确认再次参与武装活动，另有8％的人
有此嫌疑。这两个数字在前任总统布什任内分
别为21％和14％。至此，关塔那摩监狱内的囚
犯人数从奥巴马上任时的242人降至61人。

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