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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招标人：海南省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二、招选需求：组建设计、监理、造价、检测服务机构库，并向社会

公开招选入库单位
三、资质要求：(一)设计机构：建筑行业甲级、市政行业乙级(二)

监理机构：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资
质2、总监要求注册监理工程师(三)造价机构：甲级资质(四)检测机
构：具有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

四、报名提供资料：请携带介绍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
人授权委托书及其受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等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

五、报名时间：2017年6月13日上午9：00始至6月17日下午
17：00止（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六、报名地点：澄迈县仁兴镇省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七、联系人：舒工 电话：18508922118

选择项目设计、监理、造价、检测机构公告

郑玉涛、李泽林：
根据2017年4月29日你我双方签订《海南永万利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我方应在2017年6月15日前设立你
我双方共管账户，并向该账户转入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200万
元。现我方拟在海口市银行申请设立共管账户，并转入该笔款项，请
你方郑玉涛或者李泽林于2017年6月14日前持本人身份证，到海
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滨海大道162号夏威夷海岸C区8单元
C510，与黄平同志一道前往银行办理开户、转款手续，逾期，我方将
公证留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并保留追究你方违约责任的权利。

特此函告。 黄 平
君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3日

关于设立共管账户的函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1070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
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
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

产权
申请人

许祥

申请依据

房地产买卖契约、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
字第HK160627号

土地
坐落
海口市
盐灶路
179号

申请土
地面积

291.2
平方米

土地权
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
（2005）字第
005401号

项目
名称
海景湾
花园
小区

原土地
使用者

北京赛迪传
媒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5月25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信联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海口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景棠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珠江格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罗牛山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海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海南兴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科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福源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33号）文件精神，由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联席会议办公室（海南省信用管理办公室）主办，海南

省信用协会、海南省诚信企业协会协办，开展2016年“海

南省首届诚信示范企业”评选活动。活动自2016年10月

开始，各政府部门、商协会和新闻媒体推荐符合参评条件

的68家企业，经信用平台筛选、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信用

评级以及评审委员会评审，共评选出诚信示范企业27

家。现予公示，公示期为2017年6月12日—2017年6月

18日，共7天。

如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海南省信用

管理办公室反映。联系人：田增大，66768384；王婧，

66768363。邮箱：258243923@qq.com。

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海南省信用管理办公室）

2016年“海南省首届诚信示范企业评选活动”
评选结果公示公告

2016年“海南省首届诚信示范企业”名单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书的通告
根据 2017年 3月 20日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16）琼02执16号之二的裁定内容、2017年3月20日海南

省三亚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琼02执16号之三

的执行内容，我局拟注销乐罗国用（93）字第474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该宗地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乐罗村，面积48.43
亩，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为50年。

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现

登报注销上述土地证，该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2日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记者今天从省住建
厅获悉，近日有施工工地在高温天气
作业时出现火灾，为进一步加强高温
天气建筑施工防火管理工作，省住建
厅今天发布高温天气建筑施工安全管
理紧急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施工
安全检查，确保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通知要求，各市县建设主管部门
要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职责，督促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加强防火
防暑等工作作为维护建筑工人合法权
益的重要内容抓好落实，从组织上、制
度上、管理上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好高温酷暑
天气安全生产工作。

各施工企业要针对高温天气特
点，认真按照《海南省建筑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和《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做好高温酷暑天气的防
火管理工作。重点加强对易燃、易爆
物品和用电、动火、电焊作业的安全管
理，做好三级教育和技术交底，严格按
规范及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检查建筑
工地消防器材配备及保养情况，严禁
在工人临时宿舍内私拉电线，生火做
饭等。加强高温酷暑天气现场作业的
安全生产管理，严格安全生产专项施
工方案审批，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特种
设备的安全管理，确保外脚手架、脚手
板、安全网的消防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切实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
针对高温天气施工作业易发生火

灾事故的特点，各市县要部署开展针
对性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督促企业
把高温天气条件下确保安全生产的各
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对建筑工程施
工现场防火、防暑工作和安全生产条
件未达到有关规定要求的，要责令限
期整改。对因不重视防火、防暑工作，
措施不力、人员不到位，导致存在严重
事故隐患，或造成安全事故的直接责
任人和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依法严
肃处理。

各市县建设主管部门还要主动加
强与气象等部门联系，及时掌握高温
酷暑预警预报信息，建立健全预警制

度，做好预警响应工作，及时发布相关
预警信息，落实好各项预防措施；积极
组织应急救援演练，一旦发现险情，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科学组织
抢险；落实好值班制度，恶劣天气下必
须有领导带队值班。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建筑施工防火管理紧急通知要求

切实做好施工安全检查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海口 6月 12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潘伟）6 月 11日 23
时许，海口华宝雅苑小区电梯发生
故障，电梯从 19 楼直冲到 28 楼
顶，电梯内一女孩被困，掉落电梯
顶盖将其右膝盖内侧拉伤一道长口
子，鲜血淋漓。接到报警后，海口龙
华消防大队将女孩救出，并送往医
院救治。

据了解，事发当晚，住在华宝雅
苑小区28楼的张先生听到呼救，发
现一名女孩被困并及时报警，消防
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电梯卡在28
楼和29楼之间。消防官兵利用消防
电梯钥匙将电梯解锁，然后掂起脚徒
手将电梯门掰开，被困女孩在消防官
兵的示意下慢慢挪到掰开的电梯门
前，随后消防官兵将女孩从卡在半层

的电梯里接下来。
救出女孩后，大家发现女孩的右

膝盖内侧有一块血淋淋的伤口，女孩
说该伤口是电梯在快速上升至顶部
时，巨大的撞击使电梯顶部的顶棚坠
落，将右膝盖内侧砸伤。

目前，受伤女孩仍在医院接受治
疗。据了解，海口质监局已对这起由
电梯引发的被困事故进行调查。

海口一小区电梯从19楼直冲到28楼顶
一女孩被掉落电梯顶盖砸伤，质监部门介入调查

海口警方摧毁
一盗窃电动车团伙
盗窃销赃“一条龙”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翁国添）近日，海口市公
安局美兰分局经缜密侦查，成功摧毁
一个集电动车盗窃和销赃为一体的犯
罪团伙，追回涉案电动车3辆，抓获犯
罪嫌疑人3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今年上半年以
来，辖区内发生了多起电动车盗窃案
件，该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展
开调查，经过细致的分析、研判，专案组
锁定了一个以王某川为首的犯罪团
伙。6月1日12时许，民警将嫌疑人王
某川及其同伙陈某全抓获，当场缴获一
辆被盗的某品牌电动车，一辆作案用的
女士踏板摩托车，以及一批盗窃工具。

经审讯，嫌疑人王某川供述了自
己伙同陈某全在海口盗窃电动车的犯
罪事实，据其交代，仅6月1日当天，
就盗窃电动车3辆，其中两辆电动车
以人民币 1200 元的价格销赃给庄
某。专案民警立即顺藤摸瓜，将庄某
抓捕归案。至此，专案组民警成功将
该盗窃电动车团伙一网打尽。

经民警多方联系，找到了3辆被
盗的电动车车主，同时将电动车归还
给受害人。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今天上午，海口市
龙华区新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运
行。据悉，该区新政务服务中心办公
大厅办公面积达到800平方米，进驻
单位从原先的7个增加到17个，行政
审批服务事项增加至189项。

龙华区新政务服务中心位于龙

昆北路 19 号区政府大院 4号楼一
楼，记者在现场看到，办事大厅宽
敞明亮，办理业务指示牌一目了
然，正式启用运行第一天已有不少
市民前来办理业务。“原先区住保
中心的办事窗口设在盐灶廉租房
小区，不但路难找，停车也困难，时
常有市民来电称找不到办事窗

口。”区住保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住保中心办事窗口入驻区新政
务服务中心的工作环境有了很大
的改善。

据龙华区政府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新的政务服务中心在硬件和
软件上都有较大升级。该区原政务
服务中心存在停车困难、大厅办公

面积不足等问题，而新政务服务中
心办公大厅办公面积从原先的100
平方米升级至800平方米，入驻单位
从原先的7个增加到17个，新增了
水务、环保等部门，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也增加到了189项，同时新开辟的
停车场有88个车位，能较好地满足
群众办事需要。

海口龙华区新政务大厅正式启用
服务事项增至189项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杨宇鑫）6月11日上午，省
府北路海航豪庭二期在建工地发生火
灾，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立即前往
现场进行火灾事故调查和起火原因认

定工作，经初步勘察，事故原因为该建
筑13层一名电焊工人在使用氧气烧
割外脚手架连墙件作业时，在烧割过
程中防火措施不到位导致火星溅落至
8层脚手板上，点燃脚手板上装垃圾
的编织袋并引燃外脚手架的安全网。
目前，公安部门已依法对事故责任人
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

海口一工地因施工不慎引发火灾
事故责任人被行政拘留5日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
今天公布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2017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成绩将于6月13日公布，考生可登
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

据了解，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成绩
者（笔试和面试均合格）可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合格证明。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通知要求，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不再统一发放纸质证
明，合格考生直接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查询
并打印本人的考试合格证明，打印件可作为中小
学教师资格认定的有效证明使用。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国贸路与玉沙路交叉
口的通行能力，方便市民出行，充分发挥国贸路周
边路网的分流作用，今天正式开放国贸路与玉沙
路交叉口北进口左转，车道渠化及信号灯放行方
式调整工作已全部完成。

据了解，国贸路与玉沙路交界处开通左转后，
从金贸东路出来的车辆要前往国贸一横路，可以
不必绕行其他道路，直接从玉沙路左转即可；此举
可减轻滨海大道等周边道路小部分车流，缓解滨
海大道高峰拥堵情况，更加方便广大市民出行。

玉
沙
路

国贸路 国贸路

玉
沙
路

调整后
放行方式

海口国贸路与玉沙路
交叉口开放北进口左转
从金贸东路前往国贸一横路，可直
接从玉沙路左转

建设高标准农田
助力农民增收

6月11日，三亚市吉阳区红花
洋，新建的田间硬化机耕路及水渠
纵横分布在田洋间。

据悉，今年上半年，三亚已高
标准完成了吉阳区三娘洋、保球
洋、红花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共建设高标准农田4000亩。

修缮后，项目区域内水、田、路
得到综合治理，解决了当地长期
“依靠自然排灌、旱难灌、涝难排”
的问题，使灌溉保证率从原来的
70%提高到90%以上，增强了农
田排涝抗旱能力，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消防官兵正在解救被困女孩。
龙华消防大队供图

国贸路—玉沙路交叉口开放北进口左转交
通组织示意图。

经省二中院法官悉心调解

28名农民工讨回
被拖欠3年的“血汗钱”

本报那大6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罗
凤灵）近日，经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耐心
调解，促使三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成功帮助28
名农民工讨回了被拖欠3年之久的51万元工资。

时光回溯到4年前，上海某公司承包位于洋浦
经济开发区的工程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北京某
公司。2013年4月，北京某公司又将其中部分土
建工程分包给包工头苑某，双方未签订施工合
同。同年8月，彭某等28个民工在包工头苑某的
组织下来到工地做工。2014年4月，工程完工后，
这些民工仍有51万元工资未结清。

2016年7月，多次讨薪未果的彭某等将上海
某公司、北京某公司、苑某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
决，由苑某支付所欠付的工资。彭某等人及苑某，
均表示不服，向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为保障农民工尽快拿到工资，二审合议庭法
官积极与北京某公司沟通协调，通过耐心细致地
释法说理，北京某公司认识到有给付农民工工资
的义务。随后，北京某公司、苑某、彭某等农民工，
自愿达成一次性支付工资的调解协议，由北京某
公司承担70%，苑某承担30%。据悉，北京某公司
签收民事调解书当天，立即按照约定将35.7万元
打入28名农民工的指定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