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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视觉数据中心装修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室内展厅及工作室风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人

为海南省图片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项目施工进行公开
招标。

二、项目概况
1、工程建设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印刷中心6楼。
2、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室内展厅装修，占地面积2596m2，

具体内容以工程量清单为准，施工图纸为依据。
3、招标范围：展厅、工作室、影棚等。
4、工期要求：总工期为60天；
5、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其他相关规范

合格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在琼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营

业执照，具备装修装饰施工资质。省外企业在琼有分支机构，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有独立装修大型
美术、影像类展厅案例并提供现场图片的单位优先。本项目不接

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11月21日至2016年11月

28日，周一至周五每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凭营业执照、装修装饰资质证书到招标单位报名，经审查资格合
格后，方可领取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17:00，地点为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12楼海南省图片社。
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投标人拟派出的授权委托人应当持

授权委托书原件（若为法定代表人，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书）等相关材料到场核验登记。预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南省图片社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0645，联系人：吴女士

被执行人：海南诚利集团有限公司
原法定代表人：潘成立
现法定代表人：李吉元
机构代码：28399518-2
执行案号：(2005)海南执字第45号
债务数额：380.0324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梧桐路诚利大道9号

被执行人：北京世知同人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西云
机构代码：73346117-0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73号
债务数额：6.1638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8号

被执行人：四川省阿尔文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运中
机构代码：21070020-8
执行案号：(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26号
债务数额：592.13788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四川省大竹县竹阳镇新生街235号

被执行人：海南厚水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焦伟
机构代码：66511830-2
执行案号：(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79号
债务数额：45087.6308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海南省临高县调楼镇建港指挥部

被执行人：海南世知旅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长海
机构代码：20168469-9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54号

债务数额：14.965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陵水黎族自治县土福湾

被执行人：五指山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聪鸿
机构代码：73582763-1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78号
债务数额：52.5396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五指山市怡景路福安大厦19楼-21楼

被执行人：琼海大东南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昌友
机构代码：75435891-4
执行案号：(2013)海南一中执字第127号
债务数额：1191.0067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琼海市嘉积镇善积路188号万泉豪
庭会所二楼

被执行人：常州登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和平
机构代码：76053643-0
执行案号：(2015)海南一中执恢字第10号
债务数额：6184.0975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府琛花园2幢
803室

被执行人：三亚惠山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惠山
机构代码：66510065-5
执行案号：(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61号
债务数额：2037.7942万元及利息
住所地：三亚市榆亚大道悦海路园丁之家
1206房

法人或其他组织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或者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将受以下限制或惩戒：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行
为、给予信用惩戒、任职资格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个人或法人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经申请执行人确认履行完毕的、以及本院依法裁定
终结执行的，本院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并将解除名单推送有关部门予以解除相应的高消费限制、信用惩戒、任职资格限制。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失信曝光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第一批）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促进社会主体诚实守信，促

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将下列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公布：

被执行人：郭惠山
身份证号码：460200********5352
执行案号：(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61号
债务数额：2037.7942万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黄良城
身份证号码：460022********0515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56号
债务数额：190710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张子龙
身份证号码：142601********1036
执行案号：(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30号
债务数额：88.268万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张云
身份证号码：460023********2029
执行案号：(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4号
债务数额：924.7447万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张增源
身份证号码：330623********1077
执行案号：(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189号
债务数额：1004.2248万元

被执行人：李自宏
身份证号码：460027********1013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82号
债务数额：1139.6632万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俞诗佩
身份证号码：460004********818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82号
债务数额：1139.6632万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李畅新
身份证号码：460027********0011
执行案号：（2016）琼96执82号
债务数额：1139.6632万元及利息

自然人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因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单位海南省图片社和海南海岸生活杂志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人，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招聘单位

海南省图片社

海南海岸生活
杂志有限公司

岗位

图片编辑

文字记者

视频制作

行政助理

人数

1人

1人

1人

1人

岗位职责和要求

职责：①图片数据中心的更新维护；②图片交易；③图片展、画册的图片编辑等；④指导摄影师拍摄。要
求：本科以上，摄影、美术等艺术类专业优先，熟悉海南人文、地理，有一定的图片编辑工作经验。

职责：①杂志选题的策划、采访、文章写作、编辑、约稿；②与美编沟通完成排版；③了解行业动态，整合
优质采编资源。要求：男，本科以上，新闻、中文等文学类专业毕业，热爱记者工作。

职责：①视频、宣传片等前期策划、拍摄；②视频后期剪辑、编辑、合成制作；③采访活动的跟拍。
要求：男，本科以上，影视传媒、摄像摄影等艺术类类专业毕业，熟练视频制作软件。

职责：①公文传送；②两社车辆日常管理；③杂志发行；④日常外联事务。
要求：男，C1以上驾照，有一定驾驶经验，中专以上，性格外向，善于人际交往。

招聘要求：全日制教育，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有团队合作
精神，能吃苦耐劳，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报名方式。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
人才专栏，下载填写《两社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stps@
163.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
位），报名时请明确应聘岗位，每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截

止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
三、录用程序。我集团将按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实操、体

检、考核、审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省图片社、海岸生活杂志社
联系电话：（0898）66810645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蔡胤彦）今年以来，我省持
续加快推进多个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并取得明显成绩。前10个月，全
省信息基础设施完成投资35亿元，光
纤宽带网络和4G信号覆盖率实现大
幅提高。

“在推进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中，根据各单位问题清单，我省相
关部门一一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
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在全省服务社
会投资百日大行动期间，各项工作
得到加快推进。”省工信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 10月底，各单位问题

清单解决完成 823 个，完成比例为
64.2%。

通过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我
省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提前完成
201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任
务目标。

根据中国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报

告，2016年第三季度我省宽带网速全
国排名第16名，较去年四季度上升5
个位次，较今年第二季度上升3个位
次；我省固定宽带接入签约速率
37.48Mbps，全国排名第7。

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省将按照“月度通报、季度督

查、年度考核”督办机制，加强监督
检查，督促各责任单位加紧落实相
关工作目标，切实加快推进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按时完成全年各项任
务；协调解决铁塔建设征地等问题，
不断改善上网体验；加强通信抗灾
能力建设等。

加速推进铜缆用户光纤化改造
实现31.36万用户光改，占全年目标的 78.8%

实现新建城市4G基站2453个，占全年目标的95.0%

实现新建农村4G基站3702个，占全年目标的 103.1%

实现新增基站铁塔2289个，占全年目标的88.0%

前10个月全省信息基础设施完成投资35亿元

城市光网覆盖率达99.4%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蔡胤彦）记者今天从省工信
厅获悉，我省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截至目前全省11个市县已完成
全光网市县建设任务，达到全光网市
县建设的目标。

根据运营商上报的数据显示，已
完成全光网市县建设任务的市县为海
口、三亚、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澄
迈、临高、定安、昌江、保亭，这些市县
在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4G信号覆盖
率等方面达到目标要求。

据了解，按照省政府办公厅今
年印发的《关于开展全光网市县建
设的通知》，我省计划在今年上半年
建成 4个以上全光网市县，年底前
全省 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全部建成全光网市县

（区）。全光网市县建成标准共 6
项：传统交换机（TDM）全部退网；
城区小区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达
95%以上，行政村光纤宽带网络覆
盖率达 85%以上；主要基础电信运
营商（电信、移动、联通）4G信号城

市覆盖率均达到 99%，至少一家以
上主要基础电信运营商的 4G信号
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97%；光宽带端
口占比 80%以上；光宽带用户占比
75%以上；接入速率达 50Mbps 宽
带用户占比30%以上。

城区小区光网覆盖率达95%以上，行政村光网覆盖率达85%以上

海南11个市县实现全光网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冯玉）18日上
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长昇国际医
学健康中心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记者从琼海市
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已落地项目20个，完成投资额17.5亿
元，开通道路11.5公里。

据介绍，长昇国际医学健康中心项目占地
80.7亩，总投资8.93亿元，总建筑面积7.3万平
方米，集“医、养、疗、健、美、研”六大功能为一
体，包括“长昇国际中医科学研究院”“长昇国际
生命科学研究院”“长昇国际康复理疗中心”“长
昇国际健康检测中心”等7个板块，由外商独资
企业长昇（海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独资兴建，
自主经营。

据了解，近年来，琼海市医疗健康产业取得
突破性发展。未来也将把健康产业作为琼海市
的支柱产业来发展，做实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推动九条优惠政策
细化落地，增强对社会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吸引
力，并加快保税仓库、专家公寓、高端医疗实验
室等配套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已落地项目20余个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朱莹莹）近
日，为确保完成2016年全省财政收支任务，省
财政厅会同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组成
7个工作组，对全省各市县11-12月份组织财
政收入和支出等情况开展专项指导服务工作，
为年底财政收支“踩油门”。

据了解，此次专项指导服务工作主要是指
导服务市县加强财政收入征管、提高对组织财
政收入的重视和协调领导，在11-12月采取具
体有效措施，从征管因素上找原因、想办法，查
找漏洞，挖掘税源空间，加强收入征管，完成细
化收入任务，确保完成全省全年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目标。

年底财政收支
需再“踩油门”
7个工作组对市县进行指导服务

我省城市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
从今年年初的89.2%提升至99.4%

行政村从年初的71%提升到92.7%

城市4G信号覆盖率
从年初的99.1%提升至99.2%

行政村从年初的84.7%提升到96.2%

环岛高铁及东西线高速公路4G信号
覆盖率整体达到93.5%以上

公益性重点公共场所WiFi网络覆盖率达100%

11 月 21 日，顺利连接的南渡
江引水工程东山闸坝二期下游围堰
与一期纵向混凝土挡水围堰，标志
着东山闸坝二期围堰全线顺利合
龙。

南渡江引水工程是国家172个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之一，也
是海南省和海口市2015年重点中央
投资的水利项目。总投资36.2亿元，
建设工期48个月。

南渡江引水工程建成后，将有效
缓解海口城市生活和工业缺水问题，
满足羊山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兼顾改
善五源河防洪排涝条件等综合利
用。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南渡江引水工程

东山闸坝二期围堰
全线合龙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
讯员吴玥）记者今天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获
悉，该店联合海航酒店集团旗下悦逸度假，推出
了豪华酒店加免税购物相结合的产品套装。据
了解，这套组合产品价值包含3晚度假酒店加
免税购物卡，受到游客热捧。

来现场取卡的海口市民王先生说，“刚好有
朋友来海南玩，这个时间段三亚酒店价格都比
较高，花不到1000元就能住3晚五星级酒店，
还能买免税品，性价比很高。”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组合产品中的豪
华酒店来自海航酒店集团旗下悦逸度假以及其
联盟合作伙伴，覆盖了海南东、西线热门旅游度
假景点，五星酒店的服务加上高面额的免税购
物卡，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便捷的一站式旅
游购物服务。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联合酒店推出新产品

“豪华酒店+免税购物”
组合模式受游客热捧

今年我省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总投资43.3亿元
截至10月底
累计完成投资额35亿元

统计数字显示

截
至10

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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