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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公 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招标项目：海

口市琼山区2016年滨江街道办小街小巷改造升级项目（监理）；三、项
目概况：项目拟对琼山区滨江街道办城东社区、博桂社区、下坎社区、
铁桥社区4个社区的博雅路、南桥路、河口南路、下坎东路、北拱村路、
冯村路、南渡村路、玉俊新村路等89条小街小巷进行改造，总面积为
63894.43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四、
报名条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
资质，拟派总监为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
格，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业绩要求：2013
年1月1日至今完成类似市政公用工程的监理业绩；五、招标文件获
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9 月 14 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招
标文件每套500元，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具
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人电话：68528512。

招 标 公 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招标项目：海口

市琼山区2016年凤翔街道办小街小巷改造升级项目（监理）；三、项目概
况：本项目拟对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三峰社区、桂林社
区、高登社区、凤翔社区、大园社区、洗马桥社区、五岳村委会、石塔村委
会、儒逢村委会、那央村委会、红星村委会等）的292条小街小巷进行升
级改造，本次改造街道总长为41634.639m，改造总面积为219276.25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消防工程、景观
绿化工程；四、报名条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乙级或以上资质，拟派总监为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资格，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业绩要
求：2013年1月1日至今完成100万类似市政公用工程的监理业绩；五、
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9 月 14 日起登陆海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
件，招标文件每套500元，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人电话：68528512。

招 标 公 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招标项目：

海口市琼山区2016年府城街道办小街小巷改造升级项目（监理）；
三、项目概况：项目拟对琼山区府城街道办云露社区、甘蔗园社区、文
庄社区、龙昆南社区、北胜社区、忠介社区、府城社区等165条小街小
巷进行升级改造改造；涉及到道路铺装长度12.5㎞，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及附属工程；四、报名条件：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拟派总监
为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业绩要求：2013年1月1日
至今完成类似市政公用工程的监理业绩；五、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9 月 14 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
套500元，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具体内容详
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人电话：68528512。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结合双创检查摆花造景（海口各主要道路节

点摆花项目）。二、招标人：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三、项目概
况：本项目结合双创检查摆花造景（海口各主要道路节点摆花项
目），建设内容为在长滨路路口，市政府南北门等11条道路节点
进行全年五次摆花，包括立体花架制作，安装和鲜花摆放。工
期：60 日历天。四、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具有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城市园林绿化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须具备园林类或绿化类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
称。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
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6年9月14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发布。联系电话：招标人65392021，招标代理：四川
坤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8652125。

美安互联网+总部经济区&众创产业园区
一期项目监理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美安互联网+总部经济区&众创产业园区一期项目监理招

标于2016年0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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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 09月14日至2016年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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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6年9月13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开源水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二、招标代理机构：浙江

省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海口市儒俊水厂废水处理工程
（施工标）；四、工程概况：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儒俊水厂厂区内，本次工程处
理规模为20万m3/d净水处理的废水，污泥处理采用调节及平流沉淀—污
泥重力浓缩—压滤式机械脱水的工艺流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调节池、污
泥压缩池、贮泥池和污泥脱水车间等；招标范围：工程施工及保修期保修；计
划工期：270日历天；质量要求：合格。五、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国内独立
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近三年内
完成过单项合同金额达2000万元（含）及以上的市政公用工程业绩，项目经
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
安考证。（详见《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络版招标公告）。六、招标文
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09月14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电子
招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
0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附楼
三楼开标大厅。七、联系人：张工0898-66773805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排球训练馆项目,招

标人为海南德润科教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内容及规模：排球

训练馆工程，地上一层，建筑面积1197.84平方米。招标范围：

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及配套工程。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

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凡有意参

加投标者，请于 2016年9月 14 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下载招标文件。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898-68597606。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901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6年9月26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海南万泉河温泉旅游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15,937,600股；海南世达房地产开发公司

持有的海南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1,593,760股，

共计17,531,360股。

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月23日12: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3日12: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账号：89890034601010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

联系电话：66500777 13307599777

关于海口市核心滨海区控规局部调整新
港片区B1201等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市水产供销总公司拟建的海湾花园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北侧
原水产码头，规划道路将用地分为4块，其中位于B1301地块内的两
个地块用地面积较小，无法单独开发，按市政府【2013】126号专题会
议纪要精神，参照道路占用土地补偿方式，我局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核
心滨海区控规局部调整新港片区B1201地块、B1301地块、B1401地
块容积率进行修改，其他控制条件不变。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6年9月14日至10月10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www.hkup.gov.cn）；建设

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9月14日

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昆沟、东西湖等 11个水体环境综合治理PPP

项目监理标招标于 2016 年9 月13 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鲁班行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为 2016年 9月 14日至 2016年 9月 19日。公

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龙华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6568045。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
招标代理机构：正大鹏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澄迈县公证处（2013）澄证字第340号《具
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4）澄证字第423号《执行证书》和权利
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林锦财与被执行人孙彦生、王少芝、海南惠恒投
资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执行一案。本院已将查封的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孙彦生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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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楼602房、702
房、1002房、1202房、5号楼501房、701房、702房、901房、1202房、1302房、6
号楼1单元902房、1301房、2单元1101房、1501房、7号楼1单元3A02房、
602房、1002房、1802房、8号楼1单元103房、302房、13A01房、1601房、2单
元703房、1003房、3单元203房、1302房、13A02房（房产证号：澄房权证金江
私字第10467-10493）27套住宅房产进行三次公开拍卖，均流拍。现根据申
请执行人的申请及法律规定，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变卖。整体变卖价格为人
民币6282066元，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有意购买上述房产应于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签订变卖协议。

联系人：伍卓斌、联系电话：66522795
联系地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二O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2016）琼01执恢1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变卖公告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13日
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
定 45 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

当选无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以下

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于洪、
王文良、王占柱、王守彬、王宝军、王春
成、方威、包紫臣、曲宝学、朱景利、刘
云文、刘芝旭、刘清莲（女）、刘福祥、齐

牧、孙寿宽、李玉环（女）、李东齐、李海
阳、杨敏（女）、何著胜、冷胜军、宋树
新、张文成、张玉坤（女）、张占宇、张国
军、张素荣（女）、张振勇、张晓芳（女）、
张铁汉、金占忠、柳长庆、姜秀云（女）、
姚庭财、耿洪臣、高宝玉、郭光华、常薇

（女）、韩有波、惠凯、谢文彦、谭文华、
燕福龙、魏立东。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
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以金钱或者其他
财物贿赂代表的，其当选无效。全国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

审查认为，这45名全国人大代表违
反选举法的有关规定，以违法行为当
选，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其当
选无效。

截至目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实有
代表2894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

辽宁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
决定：

李鸿忠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黄兴国不再代理天津市委书记，免去其市
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市长职务，按有关法律
规定办理。

李鸿忠任天津市委书记
黄兴国被免去市长等职务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熊
琳）13日，备受关注的快播公司及王欣等
人涉嫌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罪一案在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在经过两
次公开审理后，法院最终判决快播公司
及王欣等四名被告涉嫌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罪成立，判决快播公司犯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罪，判处罚金1000万元；王
欣、张克东、吴铭、牛文举分别被判处3
年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
告单位快播公司自2007年12月成立以
来，基于流媒体播放技术，通过向国际互
联网发布免费的Qvod（即播放器软件
或客户端软件）媒体服务器安装程序
（QSI，即视频资源拥有者使用的媒体资
源发布及管理软件）和快播播放器软件

的方式，为网络用户提供网络视频服
务。期间，被告单位快播公司及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王欣、吴铭、张
克东、牛文举以牟利为目的，在明知上述
Qvod媒体服务器安装程序及快播播放
器被网络用户用于发布、搜索、下载、播
放淫秽视频的情况下，仍予以放任，导致
大量淫秽视频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

2013年11月18日，北京市海淀
区文化委员会从位于海淀区的北京网
联光通技术有限公司查获快播公司托
管的服务器四台。后北京市公安局从
上述三台服务器里提取了29841个视
频文件进行鉴定，认定其中属于淫秽
视频的文件为21251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快播公
司及被告人王欣、吴铭、张克东、牛文

举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其行
为均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法院经审理认为：快播公司以牟
利为目的，拒不履行监管和阻止义务，
放任其网络系统被用于大量传播淫秽
视频，间接获取巨额非法利益，其行为
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严重，
应依法惩处。王欣、张克东、吴铭、牛
文举均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
担相应刑事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快播公司犯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罚金1000万
元；王欣、张克东、吴铭、牛文举犯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3年 6个月、3年 3个月、3年 3个
月、3年，并处罚金数额分别为100万
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

判决快播公司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罚金1000万元
王欣、张克东、吴铭、牛文举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新华社广州9月13日电（记者詹奕嘉、叶
前）记者13日从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获悉，陆
丰警方13日将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交通秩序等犯罪的蔡加粦、张向坑、杨锦贞等
13名乌坎村村民抓获归案。

陆丰市公安局13日清晨通报称，自6月19日
以来，乌坎村蔡加粦、张向坑、杨锦贞等村民，不断
以制造谣言、恐吓辱骂、威逼利诱等手段蛊惑煽
动、策划和要挟组织部分村民非法聚集，扰乱公
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扰乱学校教学秩序，拦
阻村内渔民出海打渔，阻碍商铺正常营业，严重
危害当地生产生活秩序，社会影响恶劣。为维
护广大群众利益、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当
地警方依法采取行动，将他们缉拿归案。

广东乌坎13名村民
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
秩序等被公安机关缉拿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
记、监事长姚中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姚中民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党纪
处分后，仍不思悔改，顶风违纪；违反组织纪律，
不向组织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
金、礼品，搞权色、钱色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
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姚中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
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姚中民严重违纪
被立案审查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最高
检获悉，日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对山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齐峰
（正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对湖南日报社原党组成员、社务委员刘树林
（副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为期一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部分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依法确定45
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
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辽宁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
的决定。

严肃依纪依法查处拉票贿选案，
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
治国，严肃党纪国法，坚决惩治腐败的
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
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
届纪律、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
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涉案人数众
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触目惊心。
目前，45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
已被确定当选无效。

选举法明确规定，以金钱或者其
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
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的，其当选无效。此次全国人大常委
会确定 45 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
表当选无效，决定成立辽宁省人民代
表大会下一次会议筹备组，于法有据，
程序严密。

对拉票贿选案的处理，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拉票贿选“零容忍”的坚定
决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
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党纪国法面前
人人平等，不论涉及什么人，不论涉及

多少人，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将一
查到底，绝不姑息迁就。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党中央的态
度一直非常坚决，坚持有腐必反、有贪
必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反腐
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只有彻底查清
选举领域的违法腐败行为，并依纪依
法严肃处理，才能赢得民心，才能维护
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
信。

对拉票贿选案的处理，有力维护
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搞拉
票贿选，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然挑战。选
举制度作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组织制度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是否公
正，直接关系到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能否得到实现，直接关系到各级人
大代表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党
中央多次强调，严肃选举纪律，严禁权
钱交易，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辽宁拉票贿选案再一次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当前正值地方各级领导班
子和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这是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换届
选举工作，对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
机关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
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这种光荣
的使命，绝不能用金钱来换取。绝不
允许金钱渗透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绝不允许通过任何手段干扰破坏
人大代表的选举。

反思拉票贿选案，我们得出深刻
的警示：党纪国法是高压线、警戒线，
任何人都不得触犯。每一个党员，尤
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党
纪国法，带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我
们应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
的高度，深刻汲取拉票贿选案的教
训。全党同志和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必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力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
事，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对拉票贿选坚持“零容忍”
■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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