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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3D制图人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3D制图人员1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

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三维设计相关专业毕业；
3、具有丰富的设计经验、独特的创意构思和良好的视觉

感觉，能够胜任各种新闻现场还原三维效果图设计、三维图
表设计等；

4、工作认真负责，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准确把握新
闻意图，适应夜班工作；

5、有两年以上三维设计经验者优先。
三、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

下载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
dailyjob@163.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
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时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
获奖证书及相关材料等。报名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8
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择

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采矿权名称 矿区地址 资源储量（万立方米） 矿区面积(亩) 开采规模（万立方米/年）出让年限（年）挂牌起始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
根镇加钗农场四队花岗
岩建筑石料矿采矿权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加钗农场4队

98.58 54.1 21 4.5 197.16 190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注册资

金不低于3000万元，企业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需包含矿业开采及碎石加
工，竞买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

2、参与海南省采矿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竞买申请人，受到省、市
（县）国土资源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不得申请竞买。

3、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
挖、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格、冒用采
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

4、须提交《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5、须按要求
缴纳竞买保证金。6、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
1、有意竞买者可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加钗农场四队花岗岩建筑石料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2、竞买申请时间：2016年11月
25日上午8:30至2016年12月14日下午16:30（北京时间，下同）。

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
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

求的，在2016年12月15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可于当日下午
咨询审查结果：65236087）。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6年12月16日上午8:30;
2、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12月30日上午10:00;
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

（工作日）；
4、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省政务服务中心旁边）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矿产资源开采具有不可预见的风险，因国家政策的调整不能继续开

采的，以及因矿产开发利用需要使用的土地和其他临时用地、道路交通、供
电设施及需协调解决其他事宜的，由竞得人自行与有关权益人协商解决，
风险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2、涉及到林地、土地使用、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环境保护、进场公路建设
等有关事项，由竞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行处理和办理相关手续。

3、竞得人需另支付《地质勘察报告》13万元、《环境风险评估报告》5.8万
元、《采矿权评估报告书》8万元等编制费用。

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定于2016年12月1日组织矿区现
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13648646487，联系人：赵慧莹）。

5、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6、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系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6年11 月25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加钗农场四队花岗岩建筑石料矿采
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加钗农场四队花岗岩建筑石料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委托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拐点坐标（西安80） 矿体性质 备注

拐点编号 X Y 矿石呈为灰-灰白色，似斑状花岗结构，块
状构造。主要矿物有钾长石、斜长石、石
英、黑云母、角闪石等。经类比原矿区矿
石质量，矿石抗压抗拉强度大，符合普通
建筑用石料矿的质量要求。

（1）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
满不延续；（2）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
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金，未竞得人交
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
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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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1223）

受委托，定于2016年 12月23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依

法公开拍卖以下资产：1、乐东县九所原财政所698.50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参考价：13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130万元。2、乐东县

利国食品中心站 5795.6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2586 棵槟榔

树，参考价：116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500万元。有意竞买者

请于2016年12月22日下午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公司

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2月22日下午16时止。标的展示地

点：标的所在地。地址：海口市蓝天路33号京航大厦1611房。联

系电话：（0898）65308910 65308912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招标项目：金牛路改造工程等5个PPP项目监理。项目概况：本项
目为金牛路改造工程等5个道桥建设工程。计划工期：360日历天。招
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标人须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要求2013年
1月1日以来所监理的市政道桥工程施工单项工程合同建安费在10000
万元(含)以上或监理费在200万元(含)以上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具
有相应的能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总监要求：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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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海南省海口市同时担任1个
其他建筑工程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请于2016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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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招标项目：滨海大道整治项目等6个PPP项目监理。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滨海大道整治项目等6个道桥建设工程。计划工期：360日历
天。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
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或以上资质，要
求2013年1月1日以来所监理的市政道桥工程施工单项工程合同建安
费在15000万元(含)以上或监理费在300万元(含)以上业绩，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具有相应的能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总监要求：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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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海南省海
口市同时担任1个其他建筑工程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请于2016年11
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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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琼海市嘉积中心城区滨河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与《琼海市嘉
积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

道路相衔接局部纠错的公示
该规划道路位于市交通规费征稽所东侧，北起银海路，南至嘉浪河

公园绿地，规划道路红线宽10m，长178m，属于该区连接银海路的纵
向规划道路。由于现状已形成机动车道宽12m，长178m的道路，现状
道路中心线与《琼海市嘉积中心城区滨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
道路相比西偏移了规划道路中心线19.4m，且与《琼海市嘉积城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银海路北侧规划道路红线宽18m的纵向道路路
口相对称。综上所述，现拟将该规划道路向西移19.4m，道路红线宽由
10m修改为18m。修改后，道路东侧（东至海南辉煌置业有限公司；南
至嘉浪河公园绿地；西至调整后的规划道路；北至银海路）16.3m×
178m=2901.4m2的地块拟修改为银海路16.3 m×20 m=326m2的街头
绿地和16.3 m×158 m=2575.4m2的二类居住用地，二类居住用地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与东侧相连海南辉煌置业有限公司用地二类居住用地的
指标相同，即拟修改为容积率≤2.0，建筑密度≤25%，绿地率≥40%，建
筑限高≤24m，其他涉及到的规划要求按相关规范控制。为了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30个工作日（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月9日）。2、公示地
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及局网（http://www.qionghai.
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
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
划建设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
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
36828962，联系人：王先生。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6年11月23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 中兴 4G LTE 网络系
统进行版本升级。届时，升级地区的 4G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
短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16年11月29日0:00－6:00，对中兴EMS网管及6套
OMMB进行版本升级。升级EMS网管及OMMB对业务无影
响。

u2016年11月30日0:00－4:00，对中兴4G eNodeB网元
进行版本升级。升级ENB网元会引起单站掉站在20分钟之内。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61125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6年12月8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下列标的：1、海口市海德路昌茂澳洲园吉祥阁303房（购房合同
建筑面积：153.06m2），参考价76.4万元，竞买保证金16万元。2、海口
市海德路昌茂澳洲园36号铺面（购房合同建筑面积：316.831m2），参
考价551万元，竞买保证金111万元；海口市海德路昌茂澳洲园52号

铺面(购房合同建筑面积：269.5739m2），参考价375.1万元，竞买保证
金76万元；第2项整体优先，可分拆。整体参考价926.1万元，竞买保
证金186万元。3、海口市沿江三西路三宗土地总面积868.44m2【证号
为海口市国用（2000）字第45998、45999、46001号】及地上建筑物，参
考价676.2万元，竞买保证金136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
至12月7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7日17时前缴纳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来我司办理有关竞买手续。网
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定安地税第三分局公〔2016〕2号

海南金澳矿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62001215X）：
事由：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税务机关下达《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到定安县国税地税见龙联合办税
服务厅（地址：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552号）办理纳税申报。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定安地税第三分局限改〔2016〕1350号）。你单位
可登陆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查阅税务文书或到我局
领取税务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6年11月25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执97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海口琼山宇龙
贸易有限公司、海南数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孙辘堂、蒋苏宾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拟对被执行人海南数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委会面积为33246.94平方米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09）第006244号］和面积
为66493.7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琼山籍国用（2004）
第02－0002号］地上附着物（花梨、沉香等种植物）进行处置。对
上述土地地上附着物的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7日
内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0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3日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10
万件，这是全球首次有国家突破百万
大关。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专利申请数
量为1101864件，几乎相当于美国、日
本和韩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总和。从全球
排名看，中国居首；美国第二，数量为
58.9万件；日本第三，31.8万件。

在全球排名前五的经济体中，中
国2015年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速最大，
同比增长18.7％；欧洲专利局收到的
专利申请数量增速排名第二，同比增
长4.8％。

此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
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
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
国首次跻身世界前25位最具创新力
的经济体行列。长期以来，高度发达

经济体在该指数中占据主导地位，中
国跻身25强标志着中等收入经济体
首次加入了高度发达经济体行列，反
映出中国创新表现在不断完善。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专利申请率先破百万大关

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23 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QS全球教育集
团 23 日发布新版《QS 全球大学毕
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其中 53所
中国高校入选全球 300 强，清华大

学排名第3。
按照这项排名，排在前10位的大

学分别为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清华大学、悉尼大学、剑桥大学、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普林斯顿大学。

入选的53所中国高校中，33所
坐落于中国大陆，5所在中国香港，14
所在中国台湾，1所在中国澳门。除

清华大学外，进入前20名的还包括排
名11位的北京大学、排名14位的复
旦大学，以及排名18位的香港大学。

据QS介绍，上述排名征集了全
球权威专家、雇主的意见后，取决于

世界五项通用指标，即全球雇主声
誉、企业合作、校友成就、校园雇主
招聘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率。其
中前三项所占权重分别为 30％、
25％和20％。

53所中国高校跻身QS大学毕业生就业排名300强

吃多、吃肉、吃咸易犯困？
很多人午饭后容易犯困。根据美国一项新

研究结果，这或许是吃得多，吃得咸，或者吃肉
多的结果。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科学家用果蝇做实验，发
现给果蝇喂食后，它们会睡眠20到40分钟，吃得
越多，睡眠时间越长。他们还发现，蛋白质和盐有
增加睡眠的作用，而糖没有。

研究人员在美国《电子生命》期刊网站上发
表文章写道，很多人感觉大吃一顿后出现“食物昏
睡”，但鲜少有科学依据解释这一现象。

他们说，果蝇实验的结果有助于揭开“食物
昏睡”之谜。他们将通过更多实验研究基因和
大脑回路如何影响食物的分量、味道、种类与睡
眠之间关联。

研究人员写道，“睡眠可能是动物一种脆
弱的状态”，饭后出现这种状态或许起着重要
作用，也许这样有助于消化，也许能帮助动物
记住食物来源，帮助动物今后更容易找到类
似食物。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全球
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