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救助对象为：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其他救助对象为：

城乡低收入救助对象，即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未

成年人、老年人（年满60周岁以上）和重病患者；因病致贫救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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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7）琼0105执177号
申请执行人叶才宁与被执行人海口保诚机动车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6）琼0105民初2037号民事
调解书。由于被执行人海口保诚机动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不主动履
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将申请执行人叶才宁名下的
迷你牌WMWSV310 小轿车（车牌号琼EQ1111，车架号：WM-
WSV3100BTY67083，发动机号：A8031851N18B16A)过户至被执
行人海口保诚机动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名下，如对上述车辆权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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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秀路华侨新村别墅区F-9-1号房产（产权
证号：HJ004734号，建筑面积：254.20m2)，参考价143万元，竞买保
证金5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7年
5月17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新达商务大厦2803
室本公司拍卖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7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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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5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
买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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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
龙执恢字第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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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龙执恢字第141号

招标人：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代理机构：湖南
中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美兰区2016年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施工。项目概况：（详情请登录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2017
年4月26日招标公告查看）。投标人资格要求：（详情请登录海南省
招投标监管网2017年4月26日招标公告查看）。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2017年 4月 26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
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00元（不含图纸，
售后不退）。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5月16日9时00
分，开标地点为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楼二楼（海口市海甸五西
路28号）。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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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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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等媒介上发
布。联系人:梁工 电话：18976230399

2017年4月26日

招标公告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60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7年5月12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第一层商业铺面房产，
建筑面积：401.21平方米。

参考价：人民币1200万元，竞买保证金 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5月10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5月11日17:30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2017年5月11日12:00前到帐为
准。

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产权过户所有税、费由买
受人承担。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
联系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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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经
济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资金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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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将根据情况采取拍卖、招标、竞价、公开市场挂牌交易、协议转
让等债权转让方式处置本债权，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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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5日。
联系人：吴经理
联系电话：13389855959
邮件地址：zhongnanwjz@sina.com
通讯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2层
邮编：57012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5月5日。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三亚金科三晋
度假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南省三亚市
榆亚大道5号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4732188.7

利息

4655882.59

担保情况

赵买堆、祁先耐、李恒提
供三亚金科房地产有限

公司100%股权质押

当前资产状况
我司已诉讼执行，目前查封该司位于三亚市榆亚
路5号，证号为三土房（2011）字第017052号土地
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房产面积11285平方米，该
房产已抵押给第三人，我司为第一顺位查封人。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于三亚金科三晋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的处置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千年儋耳粽千年儋耳粽
万家端午情万家端午情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4000549669

绿 色 材 料绿 色 材 料 千 年 工 艺千 年 工 艺 传 统 味 道传 统 味 道

● 儋州粽子，历史悠久，品质独特，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儋州粽子生产不同凡响，32道工序、27个小时，四大主要食材——野生茄冬叶、
火山岩糯米、跑海鸭蛋、传统花猪肉均产自儋州当地。

● 儋州粽子品种丰富，除跑海鸭蛋花猪肉粽等主打品种外，还有玫瑰鲜花粽、跑海鸭
蛋牛排粽、野生鲍鱼粽、虾米瘦肉蛋黄粽、蛋黄猪脚粽、蛋黄绿豆粽、水晶粽、五色粽、
伏波虾米红鱼粽、香肉粽、鱿鱼粽、干贝粽等30多种特色粽子，价位从8元到48元不
等，走亲访友送礼，总有一款适合您。

野生茄冬叶，
有活血散瘀、
补虚止咳等功
效，用它包粽
子，具有色绿、
清香、柔软、防
腐等特点。

野生粽叶 跑海鸭蛋火山岩糯米 农家花猪

火山岩糯米，
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尤其是
硒含量高。

当地传统花猪，
肥瘦均匀，质地
松软，肉味可以
渗透到糯米中，
使粽子吃起来
香滑可口、油而
不腻。

跑海鸭生在海
边 的 红 树 林
中，常以小鱼
小虾小螺丝等
海 洋 生 物 为
食，其蛋黄晶
红、鲜香，无普
通鸭蛋腥味。

本稿策划：周月光

原海南农垦总局副局长张鑫真同志于2017年4月22日在海
口因病逝世，享年79岁。张鑫真同志于1959年9月参加革命工
作，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海南省第二届人大常委，曾获橡
胶类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颁发的奖项，被
评为海南省农垦五十周年功勋人物，为海南农垦的开发建设做出

杰出贡献。
张鑫真同志告别仪式，于即日起在家中举行。

张鑫真家人
2017年4月25日

讣 告

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张苏民 美编：杨薇B03 特别报道

海口云龙镇加强电视夜校收看工作

用电视扶贫夜校
搭起致富桥梁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龙泉 吴明林）24日晚，海口市云龙镇木西村
村民符永俊如同往常一样，准时到长泰村委会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教学培训班学习。令他意外
的是，这一回，自己不仅上了电视，还向观众分
享学习心得。

这只是云龙镇开展脱贫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全心全意做好扶贫服务，给扶贫户们排忧解
难，今年以来，云龙镇加强做好电视扶贫夜校收
看活动，通过开展“学习之星”“服务之星”评选，
用心用情为群众搭建致富桥梁。

据了解，符永俊是云龙镇的精准扶贫户。
去年，镇里给他送来了3头牛、50只鹅等扶贫物
质，还组织他参加扶贫夜校。勤奋好学的他被
评为“学习之星”。

为了让像符永俊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镇村干部主动上门，宣传扶贫政策，动员大家参
加夜校培训，并举办有奖问答等活动。如今村
里的贫困户全部参加了扶贫夜校，村干部因此
被评为“服务之星”。

开办“服务之星、学习之星”的评选活动，这
一活动不仅引起了贫困户们学习的热潮，更让
广大贫困户从电视节目中受益良多，快速拔除

“穷根”。
据悉，2016年云龙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43户170人，通过组织大家参加电视扶贫夜
校，并开展产业转移、就业帮扶等活动，截至去
年年底，贫困户全部脱贫，云龙镇也成为了我省
电视扶贫夜校的先进典型。

■ 本报记者 刘袭 通讯员 卓琳植

万宁市万城镇红光村今年53岁
的李育强，20多年前因工伤左腿被截
肢，肢体二级残疾，老伴10多年前病
逝，一个儿子四处打零工，家里一亩水
田无力耕种，靠在村里给别人修自行
车为生，生活无保障。今年初，他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经市残联介
绍到海南小椰壳实业公司万宁工厂工
作，负责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包吃包
住。为此他十分感激：“我干的活不
累，生活有保障，每月还有500元工
资，真是太幸福了。”

4月21日，记者在大茂镇群星村
的小椰壳万宁工厂车间看到，许多残
疾人在用椰壳加工餐厨具工艺品，其

中七八名残疾人坐在轮椅上工作。
“公司聘用了50名残疾农民工，其

中许多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打工
自强，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海南小椰
壳实业公司总经理符冬波告诉记者，小
椰壳帮助贫困残疾人托起了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梦想，他们生产的椰壳餐厨具
工艺品畅销北上广，走向世界。

摆脱贫困 追求美好生活

贫困残疾人就业难题是万宁市就
业局始终关注的，主管就业的副局长
陈运锋经常到小椰壳万宁工厂，查看
贫困残疾人就业情况。他说：“企业和
贫困户在岗位、技能等方面精准对接，
才能让贫困残疾人这一特殊的群体找

到合适的岗位，实现脱贫致富。”
小椰壳公司根据贫困残疾人的实

际状况和技能，安排合适的岗位，帮助
贫困残疾人摆脱贫困困扰。万城镇东
山村祁永吉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因交
通事故伤到大脑，智力伤残二级，并且
因伤全家致贫。去年底，他进入小椰
壳万宁工厂，根据他的实际状况和技
能，厂长安排他做轻便简单的活，包吃
包住，月工资1200元。他对记者说：

“我不但不吃闲饭了，打工还增加了家
里不少收入。”

礼纪镇桥海村34岁的刘运涛肢体
一级残疾，常年闲在村里无所事事。去
年4月进入小椰壳万宁工厂后，和厂里
的同事、一名残疾女工很投缘，相识一
个月就确定恋爱关系，近期准备结婚。

他兴奋地说：“出来打工还找到女朋友，
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渴望富裕 实现自我价值

海南小椰壳实业有限公司是研发、
生产和销售椰壳工艺品企业，在创业初
期，万宁市就业局局长刘小滨看好企业
前景，把小椰壳纳入创业孵化基地给予
扶持。2014年，小椰壳实业有限公司
初具规模，总经理符冬波就想到回报社
会，决定优先聘用残疾农民工，尤其是
贫困残疾人。符冬波告诉记者，“贫困
残疾人是特殊群体，渴望社会认同，实
现自我价值，公司愿帮助贫困残疾人通
过劳动摆脱贫困，富裕起来。”

符冬波告诉记者，根据残疾人不

同的劳动能力，分别给予保底工资和
计件工资，贫困残疾人能拿到和正常
人一样多的工资。

万城镇红光村34岁的陈杰双腿
残疾，走几十米就容易摔倒，以前曾
饱受找工难的痛苦。他 2014 年进
厂，是最老的员工之一，熟悉每个产
品加工的每道工序，现在已是车间主
管，月工资从 1800 元增加到 2500
元。他对记者说：“我自食其力，靠自
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感到自豪。”让
他更感到有价值的是，通过自己和同
伴的勤奋苦干，企业越来越好。他期
待，企业能做强做大，获得企业股份
将来分红，渴望跟着企业的大发展富
裕起来。

（本报万城4月25日电）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记者易
宗平）儋州市人民政府最新推出的医
疗救助实施办法，对包括贫困户在内
的弱势群体予以医疗救助，年度最高
救助额度为10万元。

《儋州市医疗救助实施办法》所
称医疗救助对象，指具有儋州市户籍
的人员。

在具体救助方面，该办法规定：
一是对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在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特殊

病种门诊医疗费用和住院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支
付后，个人自付合规费用按照100%
给予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额10万
元。

二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经各种保险
支付后，个人自付合规费用按100%
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额5000元。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经各
种保险支付后，个人自付合规费用在
1万元或以内的按70%救助，1万元
以上的按75%救助，年度最高救助5
万元。

三是城乡低收入救助对象，在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特
殊病种门诊医疗费用和住院医疗费
用，经各种保险支付后，合规个人负
担的费用超过1万元的部分给予医

疗救助，1万元至5万元（含5万元）
范围的按50%救助，5万元以上的按
60%救助，年度最高救助4万元。

四是因病致贫救助对象，在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特殊
病种门诊医疗费用和住院医疗费用，
经各种保险支付后，合规个人负担的
费用超过3万元的部分给予医疗救
助，在3万元至5万元（含5万元）范
围的按 40%救助，5万元以上的按
50%救助，年度最高救助3万元。

保亭举行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52人当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保城4月25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陈铁山）今天，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业局在
三道镇举行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16家本地企
业携461个就业岗位参会，149名农民前来求
职，52人达成就业意向，20人当场求职成功。

据了解，保亭就业局的扶贫专场招聘会将
不定期在各乡镇巡回举行，每次招聘会前，就业
局都会联合乡镇政府对贫困户的就业意愿进行
摸底，并邀请与贫困户需求较为契合的企业参
会，以提高贫困户的求职成功率。

50名残疾农民工在万宁一家工厂的帮扶下就业，摆脱贫困、实现自我价值：

自食其力挣钱养家，我们感到自豪

儋州医疗救助惠及贫困户

个人年度最高可获救助10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与扶贫开发相结合

洋浦投3500万元
解决8千余人饮水问题

本报洋浦4月25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王军）记者今天从洋浦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洋浦将改观三
都区域整体面貌与扶贫开发工作结合
起来，2016年共投入3500多万元，解
决8000余人饮水、行路难题。

据了解，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加
大三都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将其
与扶贫开发工作结合起来，2016年共投
入3500多万元，建设三都区域21个村
庄道路与排水工程、6个文明生态村及
20个村庄安全饮水工程，解决了1579
户8003人吃水难、行路难等问题。

目前，在加大对三都区域道路交
通、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基础
上，有关部门积极策划、引进和培育有
利于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和项
目，让贫困群众共享开发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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