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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0万股法人股公开挂牌转让

项目编号：XZ201609HN0116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10

万股法人股，挂牌价格为377760元（含未领股息102760元），报
名需缴纳保证金 10万元（公告期内到达产交所指定账户）。公告
期：2016年9月19日至2016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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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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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8（黄小姐）、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9月19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湾新城港湾区1、2标太阳能工程；2.项目概况：项目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新城。港湾区项目用地面积约182764.14m2。
总建筑面积91059.96m2，总户数818户。1标段包括独栋、合院、叠拼，其
中独栋别墅46户，合院295户，叠拼130户，共计470户。建筑面积约为
55347.35平米。2标段包括独栋、合院、叠拼，其中独栋别墅52户，合院
137户，叠拼158户，共计347户。建筑面积约为35712.61m2。 独栋和
合院别墅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叠拼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1标段（计
划工期：285日历天；招标控制价：6,683,838.03元人民币）；2标段（计划
工期：225 日历天；招标控制价：4,953,735.06元人民币；）工程建设地
点：三亚湾新城港湾区。招标范围：深化设计出图，太阳能热水系统设备
的供应，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施工及系统调试、试运行、验收及技术培训、
售后服务、检测、报验等相关工作。3.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投标人须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副本）的国内企业，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
投标人中标后向招标人提供符合本项目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名单。3.3
投标人中标后向招标人提供太阳能生产企业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4.
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16年9月19日至9月23日，在三亚市迎宾路天际
大厦1103B报名，售价500元/套。5.开标时间：2016年10月10日09：
30，地点：中共三亚市委党校远程教室一楼（一）。6.联系方式：海南菲迪
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庞女士：0898-88662405。2016年9月19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160919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10月10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法院审判庭（金鸡
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三亚海景
花园（现为中惠水晶蓝湾）B栋708号[建筑面积：74.17m2，预售许可证：三房
预许字（2006）033号]。参考价：81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实
际面积以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为准，过户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全部由买受
人承担；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法院根据法律规
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中止或撤回拍卖，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报名及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9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0
月9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
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了解
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账号：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须
填明：第15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委托法院电话：88866960

债权催收通知书
三亚市实业贸易总公司

根据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签订的《权益转让协议书》，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将对贵公

司享有的240万元股权和2480万元债权转让给河南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该转让行为已于2009年3月7日《三

亚晨报》公告。

截止2016年 9月 19日，2480万元债权项下尚有

2480 万元本金、157,594,662.75 元利息（本息合计

182,394,662.75元）逾期未还。请贵单位接到本通知

后，积极向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招标公告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票务区西侧停车场及配套工程位于海

口市南海大道与长流十号路交汇处，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停车场建设

用地面积24488.19平方米：其中包含沥青混凝土道路、停车位、树池

及其他。工期30日历天。招标范围：沥青混凝土道路、停车场工程、

绿化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施工（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投

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

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见网络公告。请于2016年9月19日起

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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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人：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张小姐18686533625，招标代

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符先生18078912160。

招标公告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荷兰区园林绿化工程（第二次招标）位

于海口市南海大道与长流十号路交汇处，建设内容及规模为荷兰区

景观园林面积：116225.19平方米，其中包含水系面积、铺装面积、绿

地面积、道路面积及其他面积。监理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

程监理（具体以委托监理合同为准）。计划施工工期：240日历天。

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含）以上资质，总监具备本单

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详见网络公告。请于2016年9月19日起从海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

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招标人：长影

（海南）置业有限公司张小姐18686533625，招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

招标公司；符先生18078912160。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会议演播显示系统视频拼接屏工程（含设

计、施工）向社会公开招标，工程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质

要求：具备相应的营业范围、智能化设计与施工二级资质及

相关经验。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6年9月23

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联系人：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 本报记者 郭萃 许春媚
通讯员 刘伟

“今年7月，政府送来8只羊，区
里的兽医定期过来给羊打防疫针，帮
助非常周到。”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卜
燕村村民王宁养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认
真分析农户致贫原因，因户制宜制，一
户一策，制定相应扶贫举措，以“私人定
制”菜单切实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我家脱贫很有希望”

看着8只黑山羊正悠闲地吃草，
王宁养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只母羊

两年可生三胎羊仔，每胎1到2只。8
只山羊中有5只母羊，到了明年至少
会有 15只羊。羊仔一年可长达 40
斤，能卖2500块钱。“15只羊至少卖3
万块钱，脱贫很有希望。”

今年49岁的王宁养家里共有4
口人，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家里有2亩
坡地，1亩水田，往年家庭年总收入
3000余元，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元。
遵谭镇委员陈元告诉记者，了解了他
家的情况后，政府决定从产业、转移劳
动力、教育、住房等多方面给予帮扶。

除了8只羊的产业帮扶，对于王
宁养的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就业问题
也得到解决，“镇里的帮扶小组已经协
调劳动部门，等我的两个孩子毕业后

可以帮助对接用人单位，让他们在海
口实现就业。政府还给了5万多块
钱，让我把危房修一修。”王宁养兴奋
地对记者说道，在政府的帮助下，自己
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定制“造血+输血”帮扶方案

王宁养在遵谭镇的扶贫帮扶中并
不是特例，翻开遵谭镇的扶贫工作手
册，记者发现，该镇为全镇的78户贫
困户均量身定制了“造血+输血”帮扶
工作方案。

龙华区区长凌云介绍，龙华区制
定了贫困户“一户一策”帮扶措施，主
要围绕贫困户产业需求、健康要求、子
女教育需求等方面着手建立产业发展
贴心服务计划，做到一户一卡。

遵谭镇目前定期组织畜牧员、检

测员开展种养殖科技服务活动，提高
贫困户种养殖技术。同时，该镇建立
了贫困户健康卡，针对因病致贫家庭，
组织贴心服务医生开展定期回访、诊
疗工作。

“这种帮扶方式，从根本上入手，
帮到点子上，比起过去送点慰问金或
普遍撒网的效果要好得多。就像看病
讲究‘找准病因，开具良方才能祛除病
痛’，扶贫只有进行‘私人定制’式扶
贫，摸准‘病根’，对症下药，因地制宜
才能够最终把这些家庭从贫困中解放
出来，让困难群众彻底摘掉贫困的‘帽
子’。”龙华区委书记符革说。

“退出机制”让扶贫更精准

变“输血”为“造血”不仅体现在物
质扶贫上，更重要的是要扶思想，激发

贫困户脱贫的积极性和决心。
为了使扶贫更精准，遵谭镇还建

立了扶贫“退出机制”。龙华区扶贫办
相关负责人解释，所谓扶贫退出机制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贫困户已经
脱贫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评估对其撤
离扶贫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对于
那些习惯于等、靠、要，争戴贫困的帽
子，不愿主动脱贫的贫困户，我们也会
考虑对其终止产业帮扶。

该负责人举例说，之前，政府曾给
一贫困户提供了两头牛的产业帮扶以
及住房资金帮扶。然而，没过多久他
就把这两头牛卖了。镇政府工作人员
多次上门劝导。多番劝说之下，该贫
困户才将两头牛买了回来。然而没过
多久，他又将牛卖了。于是我们暂时
收回了对其的产业帮扶。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

海口市龙华区对症下药精准扶贫

拔穷根“一户一策”摘贫帽“私人订制”
扶贫攻坚 全面小康

违规管理使用公车

昌江2干部被处分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符寿强）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针对违
规管理使用公务用车的问题，昌江黎族自治县
纪委日前分别给予该县政协民族宗教与外事侨
务委员会主任符文武、县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
联络工作室副主任麦惠党纪和政纪处分。

据了解，符文武长期将本部门的公务用车
交给麦惠（2人同住一个小区）驾驶，负责接送
其上下班；今年5月1日，麦惠擅自驾驶该车前
往三亚办理私事，于当天下午返回公务用车停
放点停放。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
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昌
江县纪委审议并报县委同意，决定分别给予符
文武、麦惠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澄迈农科所原所长
黄彪严重违纪被“双开”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何永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澄迈
县纪委日前对该县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澄迈县
农业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黄彪违纪问题进行了
纪律审查。

经查，2008年上半年至2012年2月期间，
黄彪利用其担任澄迈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
职务便利，在澄迈县良种繁育示范场职工宿舍
楼工程招投标及拨付工程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等有关规定，澄迈县纪委决定给予黄彪开除党
籍处分；由澄迈县监察局报县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黄彪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
机关继续依法查处。

本报三亚9月18日电（记者孙
婧）昨天傍晚，三亚大雨滂沱，8名游
客被困在大东海一处离岸300米远的
礁石上，当地消防官兵及过往渔船紧
急施救，被困游客最终成功脱险。

9月17日19时12分，三亚市公
安局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位于大东海的山海天万豪酒店往海上
观光方向约300米处，有8名游客被
困礁石上。

据该酒店保安人员介绍，15时
许，8名酒店顾客不顾劝阻进入非安
全区域游玩，并翻过了酒店的保护铁
网。17时许，三亚突降暴雨，又正值
海水涨潮，海平面急剧上升，8人因
此被困于礁石上。

消防官兵通过电话和微信定位的
方式，得知被困人员所困礁石离岸近
300米远。19时55分，海上一艘过往
渔船上的渔民发现了被困人员，从海
上方向靠近被困人员。20时26分，8
名游客安全上岸。

澄迈扶贫办原主任
陈儒成被“双开”

本报金江9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澄纪宣）近日，澄迈县扶贫办公室原主任陈儒
成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1年8月，陈儒成调任澄迈县扶贫办主
任，因掌握扶贫物资采购的决定权，成为众多物
资供应商眼中的“香饽饽”和“围猎”对象。

根据有关规定，涉及大额政府采购必须进
行招投标，但身为扶贫办“一把手”的陈儒成竟
嫌“太麻烦”。在大部分物资采购中，他在未经
班子讨论，或只是跟班子成员打个招呼，没有经
过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就直接指
定供货商，先与供货商签订供销合同再交代下
属具体办理，从中收受贿赂。2011至2013年
间，陈儒成先后向多家供货商采购扶贫物资36
批次，资金总额736万余元，其中10万元以上
就有22批次。

澄迈县某合作社法人代表陈某梧就是其中
一位。陈儒成多次与陈某梧“合作”，并在事成
后收受“感谢费”。2012年下半年，陈某梧将10
万元送给陈儒成，希望他以后继续关照，陈儒成
假意客气了一番就收下了；2013年下半年，陈某
梧故伎重演，又送给陈儒成“感谢费”12万元，这
次陈儒成连客气话都省了，欣然笑纳。

9月18日，海口市民陈先生致电
海报集团热线电话966123，报料称，
海口市坡博路市工商局门口绿化树
树枝长到电线上危险，望有关部门去
管一管。随后，记者立刻赶往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口，看到一排排绿

化树，树叶郁郁葱葱，有的电线从树
叶丛中穿插过去，有的树叶已经触碰
到电线，有的树叶已经与高空的电线
亲密缠绕在一起。

“这些行道树长势喜人，为市区增
添了不少绿意，天气又热又晒，能够遮

挡阳光，走在路上也觉凉意阵阵。”附
近小区保安李师傅说，但是部分行道
树的枝叶“攀”上电线，电线和树叶紧
挨在一起。特别在台风雷雨天气，可
能对行人造成不可预测的伤亡危害。

附近另一家商店的老板也表示，

树叶紧挨电线，担心会发生危及过往
行人和车辆安全的事故。受访的多
位市民表示，相关部门最好尽快根据
实际情况对树枝进行适当的修剪，消
除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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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8名游客
被困海上
消防官兵渔民联手施救

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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