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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

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首开·美墅湾悠澜项目一标段和首开
﹒美墅湾悦澜项目一标段(施工、监理）。项目概况：新建6幢，3-18 /
0 层，总建筑面积为50669.68m2。计划工期：540 日历天。施工标招标
范围：土建及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标人须具
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2013年1月1日至今完成房
屋建筑工程单项建安合同金额10000万元及以上业绩，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具有相应的能力。项目经理要求：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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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标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
段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或以
上资质，2013年1月1日以来所监理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项目合同建
安费在10000万元(含)及以上或监理费在100万元(含)以上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
房屋建筑（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不得同时跨省（直辖市）、跨
市县担任建筑工程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请于2016年9月30日起登
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标专区下载招标
文件。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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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网
络版招标公告。联系人：何工68528512。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

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首开·美墅湾艺舍项目二标段和首开·
美墅湾悦澜项目二标段(施工、监理)。项目概况：新建4幢，1-18/1层，
总建筑面积为79599.81（68456.31/11143.5）m2。计划工期：390 日历
天。施工标招标范围：土建及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投标人资格要求：
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2013年1月1日至今完成
房屋建筑工程单项建安合同金额12000万元及以上业绩，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具有相应的能力。项目经理要求：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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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标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
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
质，2013年1月1日以来所监理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项目合同建安费在
12000万元(含)及以上或监理费在120万元(含)以上业绩，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
（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不得同时跨省（直辖市）、跨市县担任
建筑工程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请于2016年9月30日起登陆海口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本
次招标公告同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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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
公告。联系人：何工68528512。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 160930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6年10月11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税费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 10日下午5时止。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6年 10月 10日下午4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电话：13519892888 0898-68598866

拍 卖 标 的
海南浦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坐落
于海南国营蓝洋农场原油库南侧
土地使用权26666.67平方米
兴隆林海温泉房产铺面 509.64
平方米（4间）
兴隆林海温泉住宅毛坯 179.07
平方米（3套）
兴隆林海温泉地下商业营业厅
1476.92平方米（1间）
兴隆林海温泉库房250.3平方米

36万元/亩

7500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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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23

71.6280

369.23

50.06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0

15/间

10/间

40

10

保留价（万元）

1

2

备注：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37、138、139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滨海东路56号海怡豪园地下-1（车库）46、
48号车位（证号：HK147827号、HK147829号，建筑面积均为30.46M2），
参考价21万元/个，保证金5万元/个；（2）位于海口市金贸区百金城5号楼
14-15层8#跃层别墅（证号：HK170968号，建筑面积268.65M2），参考价
116万元，保证金30万元；（3）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55-1号逸秀雅苑小区
君豪阁商住楼第9层902房（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55591号，
建筑面积132.27M2），参考价87万元，保证金2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事
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0月19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
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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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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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1）账号：1009454890000763、标的（2账号）：
1009454890000764、标的（3）账号：1009454890000765；6、缴款用途处
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37、138、139号竞买保证金（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
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标的（1）小区业主在同等价位享有优先购买权。拍卖
机构电话：0898- 68581031 13707561158；法院监督电话：0898-
6672169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1HN0002-3

受委托，分别公开招租：海口市国贸一横路4号金贸小区3
套别墅，详见下表：

该批别墅招租均不含停车场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

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
交易所网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
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5%，租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
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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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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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9月30日

编号

1
2
3

项目名称

金贸小区3-1号别墅
金贸小区4-1号别墅
金贸小区5-1号别墅

招租面积（m2）

324
324
324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14872
114872
114872

保证金（万元）

10
10
10

最小加价幅度

(元)
500
500
500

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内容：装修设计
三、工程范围：全省营业网点装修设计
四、项目时间：2016-2019年
五、资格要求：
1、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2、具有相关部门认证的装饰设计资质壹级（甲级）资质。
3、人员配备要求。具备结构设计资质工程师，至少两名专

业资格的室内装修设计工程师。
4、在海口地区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5、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
6、．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7、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定要求。
六、报名材料：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含

人员的资质证书）、法人授权书、公司近两年主要业绩介绍，以上
资料需验原件和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七、报名时间：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0月10日
八、报名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4楼406室
联系人：张经理66239591 18907689755

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内容：造价咨询
三、工程范围：全省营业网点装修造价咨询
四、项目时间：2016-2019年
五、资格要求：
1、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2、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资质甲级；具备两名专业资格的造价

工程师。
3、在海口地区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4、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
5、．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定要求。
六、报名材料：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含

人员的资质证书）、法人授权书、公司近两年主要业绩介绍（需带
合同原件），以上资料需验原件和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七、报名时间：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0月10日
八、报名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4楼406室
联系人：张经理0898-66239591 18907689755

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内容：装修施工单位
三、工程概况：全省办公场所、营业网点装修
四、资格要求：
1、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经营范围包

含建筑室内、室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在海南有固定办公场所。
2、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3、配备至少1名二级及以上建造师。
4、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成立3年以上。最近三年无违法记录、信誉良好、有与相

关银行合作经验者优先。
6、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定要求。
五、报名材料：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含

建造师资质）、法人授权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需验原件及加盖
公章的复印件）、近两年主要业绩介绍（需带合同原件）。（以上材
料均需加盖公章）。

六、报名时间：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0月10日
七、报名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4楼406室
联系人：张经理 66239591 18907689755

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内容：绿化盆栽租摆
三、项目范围：海口地区办公场所和营业网点
四、项目时间：2016-2019年
五、资格要求：
1、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2、具有花卉及盆景销售、出租、养护营业资格。
3、在海口地区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4、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
5、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定要求。
六、报名材料：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法人授权书、公司近两年主要业绩介绍（需带合同原件），以上资
料需验原件和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七、报名时间：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0月10日
八、报名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4楼406室
联系人：张经理0898-66239591 1890768975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所
持有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股权，特发布此公告。华润水泥(昌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该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
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该有限公司出资1015万元,占比
1.9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该公司1015万元股份，占比
1.95%），现拟向合格投资者转让。该公司注册资本52075万元，属水
泥行业，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经营范围：昌江黎族自
治县芸红岭石灰岩矿水泥用石灰岩开采、香岭水泥配料用粘土矿水泥
用粘土开采；水泥及其制品生产、销售等，主要产品为水泥和熟料，产
能分别为：水泥400万吨/年，熟料360万吨/年，企业经营情况良好。
该股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财务状况良好，具
有足够支付能力（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至2016年10月28日。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
66563181、13036010668，0898-66569178、13216026126 通讯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邮编：
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
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
66563202(我办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10月2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2016年9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关于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股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竞买保证金: 40万元/块。特别说明：以上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拍
卖的地块成交后需额外交纳每亩1万元的配套设施费用。标的展示时
间：2016年10月1日—10月18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0月18
日17:00时前将保证金缴至拍卖公司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拍
卖单位：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华海路海口经贸
大厦办公楼第九层，联系电话：0898-66721736 13976600507拍卖单
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
大厦28层，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120911496

用地面积（亩） 配套建房面积 单价（万元/亩）编号
5#
6#
7#
10#
11#
12#
13#
14#

9.2
8.6
9.2
9.5
10.7
11.0
9.4
9.2

350m2

330m2

350m2

365m2

410m2

420m2

360m2

350m2

22
22
21
24
24
24
24
24

受委托，于2016年10月20日10:00时在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大厅
公开拍卖：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南侧绿海田园休闲农庄内8块集体用地使
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集用（2012）第006905号,使用年限50年。该宗地紧
邻海口市五源河改造工程，目前拟修建一条景观道路，预计明年完工。可作园
林餐厅、酒店、养生会所、户外拓展、花卉根雕、茶吧、农家乐等多种经营。

土地转让联合拍卖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
月29日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待

补镇野马村发生一起特大刑事案件，
致19人死亡。当地公安机关立即成

立专案组开展工作。经侦查，该村村
民杨清培（男，汉族，1989年生）有重

大作案嫌疑，公安机关已于当日14
时许在昆明将其抓获。接报后，公安

部派出由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
当地开展案件指导处置工作。

云南会泽发生特大刑事案件
有重大作案嫌疑的一村民已被抓获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9月29日，在美国新泽西州霍
博肯，救援人员抵达新泽西火车站。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列火车29日
在新泽西车站发生撞车事故，造成1
人死亡、逾百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9月29日，救援人员在山体滑
坡现场开展搜救。

受台风影响，浙江省丽水市遂昌
县北界镇苏村上村自然村28日傍晚
发生山体滑坡，一些民房被埋。据浙
江省政府新闻办信息，截至29日17
时30分，灾害点已有15名群众脱险，
挖出一名遇难者，仍有26人失联，其
中有25名群众和1名前往灾区转移
群众的镇干部。目前，浙江省调集两
千余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紧张救援。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浙江遂昌山体滑坡
15名群众脱险 仍有26人失联

美新泽西发生火车相撞事故
1人死亡、逾百人受伤

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29日电（记者潘革
平）比利时皇家天文台29日发布公报说，其研
究人员根据“卡西尼”号探测器提供的数据发
现，在土卫四地层下约100公里的深处存在着
一个巨大的地下海。

此前曾发现，土星的另两颗卫星土卫六和
土卫二在结冰的外壳之下存在地下海。最新研
究表明，土卫四的外壳和内核之间也存在一个
水深几十到上百公里的地下海，这个地下海围
绕着卫星的整个岩石内核。

研究发现

土卫四有巨大地下海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29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
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建一受贿案。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一汽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建一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8日电（记
者周而捷）美国国会28日投票推翻总
统奥巴马的否决，强行通过允许“9·
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
属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法案。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天先后以

97比1、348比77的投票结果推翻了
奥巴马对该法案的否决。这是奥巴马
担任总统以来首次出现其否决被推翻
的情况。

该法案主要起草人之一、民主党
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表示，推翻总统的

否决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在“9·
11”恐怖袭击问题上，重要的是让受
害者亲属寻求正义，即使这可能引发
一些“外交不适”。

9月23日，奥巴马以损害美国安全
利益为由，否决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

过的允许“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
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特政府的法案。
27日，奥巴马致信国会领导层说，一旦
该法案成为法律，将可能为其他国家通
过类似法案提供理由，从而对美国军
事、外交和情报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据美国媒体今年4月报道，沙特
外交大臣朱拜尔警告说，如果美国国
会通过相关法案允许“9·11”事件受
害者亲属通过美国法庭起诉沙特政
府，沙特将抛售所持的多达7500亿美
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

推翻奥巴马对参众两院法案的否决

美国会强行允许“9·11”受害者起诉沙特
十二届全国政协
第十八次常委会议
将于10月底11月初召开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近日主持召开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四十九次主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决定10月底11月初召开政协第十二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主要议题是
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第十八
次常委会议议程（草案）将提请第十八次常委
会议审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林方略政协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提请第十八
次常委会议追认。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中共中
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分别就有关议题作
了说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万钢、罗富和、何
厚铧、李海峰、陈元、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齐续
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