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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依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包
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竣工结算编制工作，并依法应向发包人递
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截至目前，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工程中有湖北金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英州
镇田仔卫生院职工周转房工程，因多次催促承包人迟迟没有答复，现以
登报公告方式正式通知：请承包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5日内提交明
确、合理的书面答复，并于3日内向各自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
整的结算资料，递交的结算资料必须真实、完整、不得弄虚作假、高估冒
算。若上列承包人逾期未提供工程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或未作
出明确、合理书面答复的，发包人将依法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审查，并
通过政府审计等法律手段进行处理，以完成各项目工程的结算工作，届
时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法律后果将由承包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附：
联系方式：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南干道政府第二办公区陵水黎族
自治县卫计委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83381367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3月29日

公 告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龙塘水源厂560KW潜水给水泵采购（第三次招标）。

招标人：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招标项目的名称、内容、数量、简要技术要求或者招标项目
的性质：1、名称：龙塘水源厂560KW潜水给水泵采购；2、内容：潜水
离心泵及相关服务；3、数量：2套，需配备出水弯座、导杆、提升链、潜
水电缆、接线盒和紧固件等有效和安全运行所必需的附件；4、技术要
求或招标项目的性质：见《用户需求书》。资格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2、投标人须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制造商（含外资授权的制造商）或其依法授权的经销
商，具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泵）；经销商需提供向其签署的针
对本项目的授权委托代理证书，同一品牌只允许一家单位参与投标；
3、提供2016年度的社保和纳税证明。4、投标人应具有相应资格和
本次招标货物和服务的供应能力，为本次招标设备的制造商或代理
商（制造商须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体系认
证、OHSA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代理商须提供针对本
项目的制造商专项授权委托书，若授权证明不是直接由制造商出具，
须同时提供能代表制造商出具授权证明的证明材料；授权证明和相
关的证明材料语言为非中文的，须同时提供中文译件）。5、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
并加盖公章）6、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内所有的内容进行投标，不允许
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投标，否则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投标文件。7、
法定代表人相同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以及为同一个企业（母公
司）控制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含：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以
及存在关联关系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参加本次投标。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7年03月30
日至04月07日17:30时止，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海南
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海南日报。周工 0898-68523617

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遗失声明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本 公 司 广 州 云 策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证 件 号 ：
91440106304645588M）在代理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南
省三亚市海棠湾国岸私署产权别墅销售期间，不慎将贵公司5份已经
加盖公章的《三亚海棠湾国岸私署定向开发协议书》遗失，协议编号
为 HN0001/HN0002/HN0003/HN0004/HN0005 ，因该批协议已
遗失，在此本公司声明作废并以此遗失声明办理相关业务。

日后此5份《三亚海棠湾国岸私署定向开发协议书》原件出现并
对贵司主张权利，贵公司有权拒绝办理相关业务。与此同时在此声明
发出后，任何公司或个人以上述协议办理任何手续则视为无效。

特此声明！
广州云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5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418期）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定于2017
年 4月 18 日 10：00在本司拍卖厅对以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标的物：位于海口市文明东路 27 号 D 幢 504 房，建筑面积
117.55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178376 号]，参考价：￥70.20 万
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标的物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17年4月17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3、
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年 4月14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4、收
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行海
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7）龙拍委字第5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特别说明：
标的物按现状拍卖，办理过户过程中所涉及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电话：
0898-66531951、66531952；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于2017年 4月 20日 14：00对以下标的按

现状依法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网络与现场同步进行公开拍卖。现公
告如下：一、标的：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

“蔚蓝高尔夫”A04区一期独立B-69号低层住宅（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43380号）；建筑面积：150.82m2；参考价：560万元；保证金：60万
元。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上述相关标的物在其所在地现
场展示；标的相关资料、文件文书在我公司所展示、查阅。三、竞买登
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请于2017年4月19日16：00（以到帐为准，）
前将保证金交到法院指定帐户（交款时注明法院案号，账号详情咨询
拍卖公司）；于同日16:00前持银行回单和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到
法院技术室领取保证金收据，并于同日17:00前凭保证金收据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四、特别说明：本次所拍卖标的物是以拍品
委托时的状态进行拍卖，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均按法律规
定执行，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如有优先购买权人，请持相关证明按上
述要求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详情可在“人民法院
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及“www.zonto.com.cn”查询。

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北大街19号3栋8层811号联系电话：
（028）87660022、13608065011、18011569002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
系电话：（028）65718861、18581842375 陈老师；法院监督电话：
0832-2210913四川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2017年3月31日

三亚市华宝石大酒店房产及客
房、酒店等配套设备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3HN003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三亚市华宝石大酒店房产

及客房、酒店等配套设备。华宝石大酒店系按四星级酒店标准
兴建的商务型酒店，位于三亚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解放路，
酒店交通便利。其中本次转让的房产包含大堂328.58m2、酒店
主楼8256.05m2、裙楼897.52m2，房产所占土地性质均为出让；
客房、酒店配套设施含电梯、监控系统及家具电器等。挂牌价
格为9838万元。详情见房地产评估报告及资产明细表。公告
期：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5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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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26杨先生、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3月31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3HN003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招租得胜沙路71号海口大厦1、2
层（源隆时装批发商场），招租面积为1450平方米。该项目所处
区域为海口市老市区，是海南省主要的服装批发场所集中地，周
边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人流量大，商业价值高，经营前景看
好。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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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

2、原承租方（指原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
优先承租权，该优先承租权行使方法为：原承租方应办理报名手
续、缴纳保证金，取得竞租资格并参与网络动态报价，在竞价过程
中同等报价下行使优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该权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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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租赁期限为三年。

4、公告期：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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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3月31日

项目名称

得胜沙路 71 号海口大厦
1、2层（源隆时装批发商场）

建筑面积（m2）

1层

2层

585

865

挂牌底价/
年租金（元）

600390

保证金
（万元）

50

（2017）琼0105执恢65号

申请执行人林锦财与被执行人钟春美、李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作出的（2014）琼州证字

第879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已查封被执行人李辅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

港路福隆广场B幢1805房，拟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如对上述房产

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七营
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4年06月09
日；机构住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三东路1号京海花园二层
（B、C座）；机构编码：000018460107001；业务范围为：承保
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
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
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七营销服务部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五营销
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7日；
机构住所：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 14号 2、3楼；机构编码：
000018460108002；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
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
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
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五营销服务部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一营
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1
日；机构住所：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2号友谊国际广场第7层
西侧；机构编码：000018460106001；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
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
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
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一营销服务部

招 商 公 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二

块，共129亩，厂房10000平米，其他建筑1500平

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

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

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13322095818；

李先生：13807598528；

韩先生：15208958697,

电话：0898-66810056。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30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
类，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创造优良人
居环境。

《方案》提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要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
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
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方案》明确，在直辖市、省会城

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
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同时鼓励
各省（区）选择具备条件的城市实施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各地新城新区率先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范围内的公共机构和企业是实施
强制分类的主体。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城市应于 2017 年底前制定出台
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相关要求，在对
有害垃圾分类的基础上，合理选择
其它类别进行分类。

《方案》提出，城市人民政府可结
合实际制定指南，引导居民自觉、科学
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强制分类
的城市，应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
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示范试点。此

前已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提出强制要求的，从其规定。
《方案》强调，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配
套体系建设，建立与分类品种相配套
的收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
的回收体系，完善与垃圾分类相衔接
的终端处理设施，并探索建立垃圾协
同处置利用基地，确保分类收运、回
收、利用和处理设施相互衔接。

国办转发两部委《方案》

在省会城市等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
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
则》（以下简称《规则》）。中央宣传部
负责人就《规则》有关情况，接受了记
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规则》出台的背
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领导干部学习、
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
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
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
条成功经验。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
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不断丰富
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规范学习管
理，提高学习效果。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是建设学习型服务
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
径，对全党学习具有“风向标”和“排头
兵”作用。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

党中央要求，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推动
中心组学习取得明显成效，但还存在
重视程度不够、学习不规范、制度不健
全等问题。

学习靠自觉、也要靠制度。制定
这个《规则》，进一步提高中心组学习
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学习由“软
任务”变成“硬约束”，对于推动理论武
装工作深入开展，提高领导干部的理
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领导班子思
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问：请介绍一下《规则》的主要内
容。

答：《规则》共 5 章 17 条，包括
“总则”、“组织与职责”、“学习内容、
形式与要求”、“学习管理、考核与问
责”、“附则”。第一章规定了《规则》
的制定目的、适用范围，中心组学习
的性质、原则。第二章规定了中心
组的组成，有关成员的职责，学习秘
书及有关部门的任务。第三章规定
了学习内容、形式和要求。第四章
规定了学习计划、督查、考核、通报、

问责等制度。第五章规定了各地区
各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规则》的解
释及施行日期。

问：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的内容包括哪些？

答：为使领导干部增强工作本领、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规则》第
八条规定了中心组学习的内容，包
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国家法律法
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历史、
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
发展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科技、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方
面知识；改革发展实践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学
习的其他重要内容。

问：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采取哪些形式？
答：《规则》第九条从中心组学

习实际出发，结合多年来各地区各
部门积累的经验做法，规定中心组
可以通过以下适当形式，开展切实
有效的学习活动。一是集体学习研
讨。中心组应当将集体学习研讨作
为学习的主要形式，把重点发言和
集体研讨、专题学习和系统学习结
合起来，深入开展学习讨论和互动
交流。二是个人自学。中心组成员
应当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结合工
作需要和本人实际，明确学习重点，
研读必要书目，下功夫刻苦学习。
三是专题调研。中心组成员应当把
理论学习与专题调研结合起来，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扎实开展调查研
究，深化理论学习。

同时，中心组成员应当积极参加
学习讲坛、读书会、报告会等学习活
动，充分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开展学习，
拓宽学习渠道，提升学习效果。

问：《规则》颁布实施后，关键是

贯彻落实，请谈谈应当如何抓好贯彻
落实。

答：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必须把《规则》的规定落到实处。一
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中心组学习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每年年初，中心组要按
照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年度学习计划。党委
（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以高
度负责的态度抓好中心组学习，以自
己的示范作用带动中心组成员认真
学习。二是做好情况通报。党委宣
传部、组织部每年要通报下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情况，有关党的机
关工作委员会每年要通报同级机关、
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中心组学习情况，
督促其落实好各项规定。三是强化
监督问责。对中心组学习开展不力、
出现错误倾向产生恶劣影响的，要按
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中宣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答记者问

推动学习由“软任务”变成“硬约束”
对中心组学习开展不力、出现错误倾向产生恶劣影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聂树斌案
获赔偿268万余元

新华社石家庄3月30日电（记者杨帆）30
日，聂树斌家属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有新进展，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向聂树斌
的赔偿请求人聂学生、张焕枝支付赔偿金合计
2681399.1元。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高院依据相关法律与赔
偿申请人进行了充分协商，双方就赔偿项目和赔
偿数额达成了协议。赔偿决定的具体数额如下：
一、赔偿请求人聂学生、张焕枝支付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1264820元；二、生前被侵犯人身自由
217天的赔偿金52579.1元；三、一次性支付张焕
枝生活费64000元；四、向赔偿请求人聂学生、张
焕枝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300000元。以上赔
偿金合计为2681399.1元。

1995 年，聂树斌因犯故意杀人罪、强奸
妇女罪被执行死刑。2016年12月2日，最高
法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
树斌无罪。

最高法在14家法院
试点跨域立案诉讼服务

据新华社福州3月30日电（记者尚昊）
记者于30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的全国法
院“跨域立案诉讼服务”试点工作培训会上获
悉，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全国7个高级人民法
院和7个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诉讼服
务试点工作。

在跨域立案诉讼服务中，当事人可以在试
点法院范围内就近或自愿选择任一法院，提交
诉讼服务申请，办理涵盖立案、庭审、执行等多
项诉讼事务，不必因案件为异地法院审理而长
途奔波，为解决异地诉讼难、诉讼累的难题开出
了一剂良方。

此次试点工作的7个高级人民法院分别
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7个中级人
民法院分别为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
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安
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北省恩
施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