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北京启动空气重污
染蓝色预警、天津发布重
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河北
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应
急响应……近日，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又遭遇了“霾
伏”。

12日，财政部对外
发布一份关于中央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的通报，列举五
大典型案例，点名批评部
分地方政府骗取、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违规扩大
开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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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能三亚湾游艇别墅279商业地块
场地清理及围墙工程施工招标

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越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谢代煌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代全第三

中标候选人：海南大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建波。

开标时间：2016年12月11日16：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

进行质疑，电话：18689534781。

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公开征集房屋加固工程单位公告
我司位于海口市人民大道32号秦吉大厦楼梯井加固工程

项目，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房屋加固工程单位，欢迎具有相关资质

的单位参与报名。

报名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楼资产管

理部。

报名时间：2016年12月13日至12月15日，上午8：00-12:

00 下午14：30-17:30，共3个工作日。

联系人：林杰

联系电话：18976236982、66776028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2日

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们将于2016年12月28号上午10时30分在海口市

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楼对下列资产进行拍卖：1、位于海口市大
同路30号香港城第三层2193.51平方米的房产及所占有的土地，该
项目为正在营业中的歌舞厅,参考价：净价6800元/平方米；2、海口
市海甸五西路10号港湾花园A幢A2-308室房产；3、海口市海甸五
西路10号港湾花园A幢A3-315室房产。标的2、3净价70万/套。
有意竞买者请到联拍单位咨询或办理竞买登记手续。2、3项为整体
拍卖优先。第1项资产的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200万元，第2、3项
资产的保证金分别为人民币10万元。保证金到账及竞买登记截止
时间为2016年12月27日16时。主拍单位：湖北天悦拍卖有限公
司；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13976734560；公司地址：武汉市武
昌区徐东大街沙湖花园A202；联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
限公司；联系人：欧阳先生；联系电话：13976111340

二0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关于海南亚龙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荔枝沟
用地规划调整的社会公示

鉴于亚龙木业荔枝沟用地已纳入我市棚户区改造（承担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整合，以及三环路拆迁涉及的南新农场、南新投
资公司用地上的职工安置任务），属民生工程，同时为支持教育
事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转型，拟在不突破城市
总体规划规定的建设用地规模的条件下，启用亚龙木业荔枝沟
项目范围内的发展备用地，并确定用地规划指标。根据《海南省
城乡规划条例》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公示，向社会公众征求意
见。详细内容请登陆三亚规划建设信息网（网址 http://www.sany
aup.gov.cn）查询，请于2017年1月19日前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
式反馈意见至我局。

三亚市规划局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最近，《我国消化道癌症高发或与喝水有关，饮用水中亚硝胺是
美国3.6倍》的新闻引起广泛大众注意，新闻里的调查报告中表明，
中国是世界上亚硝胺检出情况最为多样的国家，在水中检测出9种
亚硝胺类物质，造成饮用水中的亚硝胺含量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消毒副产物和水源污染加重。

和西方主要由消毒剂产生不同，中国存在另一个重要原因：饮
用水水源污染加重。检测显示，原水中就已出现较高浓度的有机氮
——作为亚硝胺生成前体物，这将导致出厂水亚硝胺浓度的升高。
这主要和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有关，我国的污水处理率比欧
美低得多。有多位医学方面的学者也曾论述：长期摄入不洁，特别
是亚硝胺被检出的饮用水，很可能是促成居民消化道肿瘤高发的重
要致病因素。

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有着其天生的优点：水源地好，取自世
界长寿之乡海南岛澄迈马鞍岭火山岩深层水脉，厂址坐落于国
家原始森林、火山地质保护带范围内，水龄超过一万年，经地下
贝壳层净化、沙砾层净化、细沙层净化、火山岩层净化，形成多层
万年自然循环净化，并在火山岩的长期作用下，富含多种有益于
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水质天然甘甜，其弱碱性水，8左右的PH
值，小分子团的弱碱性水造就了海南长寿老人众多，超过了国际
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乡”标准。海南地热矿泉水开发利用研究
所出具的《矿泉饮疗认定证书》评述：根据检测调查结果：椰树火
山岩矿泉水含矿物质 250—400MG/L，偏硅酸 30—35MG/L。
锶是长寿元素，锶和硅是人的骨骼组成元素，促进骨骼的长生发
育：偏硅酸有软化血管的作用。常饮（每天2升）椰树牌火山岩
矿泉水可防治骨质疏松，高血压和心血管病，提高人的健康水
平，增长人的寿命。

因此，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经国家地质部、轻工部、卫生部矿泉
水专家复审鉴定，一致认为是难得的优质天然矿泉水。椰树牌火山
岩天然矿泉水由于其水质纯净，口感好，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椰树
牌火山岩矿泉水因其优势，被选定为国水，十多年接待过百多位国
家领导，是水中真贵族。

消化道癌症高发或与喝水有关？
医学证明饮用天然矿泉水有益健康

公 告
我司承建的琼海市2012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车购税项目1206标，

验收日期2016年4月；屯昌县咸六至大木根和咸六小学至大水沟公路
改造工程，验收日期2015年10月；三亚市东河儋州桥至海螺村防潮堤
左岸堤防工程（市政海螺80地块河堤），验收日期2015年3月；文昌市会
文中心幼儿园，验收日期2015年2月；琼海市2013年农业开发土整项
目存量资金农田整治工程七标-岭脚田洋2标，验收日期2014年1月；
琼海市蔗园坡里寮大排沟工程、琼海市大路镇云满支渠改造工程验收日
期2015年9月；以上七个项目已竣工并通过验收。为确保涉及上述项
目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租赁费等款项的清理结算工作，请凡是涉及上
述项目的所有未结清款项的单位或个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与
我司联系，并提交有效身份证明和债权凭证，以便及时结算支付，如超过
公示期限我司将不再受理，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自负，我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1-88132382-802 0731-88819048
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3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1229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2月29日下午15时在我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南琪鑫七仙岭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
于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7号地块七仙岭瑶池雨林别墅寿仙苑116号房
产（房产所有权证号：保房权证保房字第 20131970号）。参考价：
453.548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如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由买
受人承担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2016年12月26日12：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26
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
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1009689490000042；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6号竞买保
证金。拍卖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
588号海景湾大厦20层；联系电话：0898-36326216 13876355557

我局于2016年11月15日刊登在《海南日报》B02版《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中土告
字（2016）3号），地块编号：ＱＺ－2016002号。现将延期事项
公告如下：1、提交书面申请时间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延期至2017年1月3日下午17时00分（以保证实际到账为准）；
2、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2017年1月3日下午17时30分；
3、地块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17年1月5日下午16时00分，其
它公告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延期公告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侯
雪静、董峻）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全面通水两年来，共惠及人口8700万
人，在保障用水，修复生态，抗旱排涝等
方面取得了综合效益。

这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鄂
竟平12日说的。这项工程东、中线覆盖
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及河北、河南、山
东、江苏等省的33个地级市。

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入干渠62.5
亿立方米，累计分水量59.8亿立方米，
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4省市4700
万人。2015年至2016年调水年度，中
线工程分别向北京、天津两市的供水量
已经达到规划设计的调水规模。

东线一期工程自通水以来，累计调入山
东境内水量约11亿立方米，年均增幅近
100％，受益人口超过4000万人，大大缓解
了山东水资源短缺矛盾。东线工程还完善
了江苏省原有江水北调工程体系，增强了受
水区的供水保障能力，为保障苏北地区生
产生活、航运和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水北上，还明显改善了受水区的
水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的监测显示，
使用南水北调水后自来水硬度由原来的
每升380毫克降为每升120毫克至130
毫克。河南受水区不少家庭净水器具

“下岗”，观赏鱼可直接使用自来水养殖。

南水北调工程覆盖京津及33个地级市

8700万北方人喝上南方水

这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河南淅川陶岔渠首枢纽工程。
北京、天津等受水区6省市加快了南水北调水对当地地下水水源的置换，已压减地下水开采量2.78亿立方米。北京市、河南省许昌市城区以及山东省平原地

区等超采区的地下水位已经开始回升。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移花接木
挪用骗取

“从检查的情况看，有的地方
是移花接木，有的是挪用，有的是
骗取，这些行为都是违反预算法
的。”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
连起说。

张连起认为，应该依法依规
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他还建
议今后增加督查频率，对重点地
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跟踪绩
效评估。

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财
政部方面表示将按照《预算法》和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追回被骗取、挤占、挪
用、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的补助
资金，责令相关地区进行整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财政部点名批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乱象

治霾的钱挪去发工资搞招待！

据新华社台北 12月 12 日电（记者付敏
赵博）近期有台湾民众在“吉野家”连锁餐厅吃
纳豆时，发现附赠的酱油包是日本福岛核灾地
区的茨城县制造。为此，台湾食品药物管理部
门12日宣布，将在一周内会同全台各县市全面
清查日本食品。一旦发现疑似违规，产品就会
先下架。报验不实者也将依法开罚3万至300
万元新台币，稽查结果每天公布。

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日本的福
岛、群马、枥木、茨城、千叶等5个县出产的食品
被禁止输入台湾。因此，近期在“吉野家”发现
茨城县制造的酱油包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这款
纳豆已被勒令在新光三越、大润发、远东百货等
商场和超市全面预防性下架。

台湾将在一周内
全面清查日本食品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公
安部获悉，自2017年1月16日起，亲生父亲或
者母亲于1996年12月31日（含当日）以前首
次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在内地超龄
子女，可向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申请前往香港定居。

据了解，香港居民在内地超龄子女是指在其
亲生父亲或者母亲于2001年11月1日以前取得
香港居民身份证时未满14周岁的在内地子女。

自2011年4月1日起，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
部门开始按申请人在香港的亲生父亲或者母亲取
得香港居民身份证的时间先后顺序，分阶段受理
审批香港居民在内地超龄子女前往香港定居与父
母团聚申请，不设申请截止期限，迄今已先后受理
了6批香港居民在内地超龄子女赴港定居申请。

第7批香港居民在内地超龄子女：

明年1月16日起
可申请赴港定居

12月12日，旅客毛蔚瀛（右）在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接受媒体采访。

当日，从莫斯科飞往上海的东航MU592航
班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这班航班的毛蔚
瀛旅客成为上海机场今年迎来的第1亿名旅客。

拥有浦东和虹桥两大国际机场的上海，继
伦敦、纽约、东京、亚特兰大之后，成为全球第5
个航空旅客年吞吐量跨入亿级“俱乐部”的城
市。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上海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首次突破一亿人次

三年安排254亿元
防治大气污染

国务院2013年发布《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
司长汪健此前介绍，2013年、2014年
和2015年中央分别安排50亿元、98
亿元和106亿元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今年5月对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
徽、山东、河南等9省区市进行检查，
调查2013-201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省区市，共获
得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39.4
亿元，占资金总额的94.25%。检查组
实地检查项目涉及中央专项资金
80.72亿元，检查覆盖面为34%；检查
共涉及121个资金分配管理部门和单
位、719个专项资金使用单位。

地方政府扩大开支范围
现象突出

检查发现，地方政府扩大开支范
围现象突出：

——安徽省谯城区、利辛县、灵璧
县、泗县、太和县、寿县、霍邱县等10个
县（区）扩大开支范围，2014-2015年
在用于秸秆禁烧的专项资金中列支人
员经费及单位奖励、工作经费等保障类
经费2.19亿元，其中2014年7700万
元，2015年1.42亿元。部分县区还将
257.11万元专项资金挪用于与秸秆禁
烧无关的办公楼维修、招待、新打机井、
购买变压器等其他事项，其中2014年
90.58万元，2015年166.53万元。

——天津市环保局2015年在中
央专项资金中安排425万元用于黄标
车淘汰工作中产生的交通、邮电、办公
等费用。

以拨代支
浪费闲置

检查还发现，部分地方存在专项
资金闲置、乃至浪费等现象：

——山西太原焦炭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太原市城中村（棚户区）和农
村推广使用洁净煤焦替代工程指定
配送企业，2015年10月至2016年3
月从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采购
洁净焦炭14.61万吨，对其中抽验不
合格的洁净焦炭3.88万吨，该公司未
按规定拒付价款，涉及财政资金
1941.35万元。

此外，有些地方为完成部门预算
的项目支出进度，采取“以拨代支”方
式向相关项目单位拨付中央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山西太原市环境保护
局及下属分局属于此类，涉及金额
24679.0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