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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2破1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郝晋生的申请于2017年5月4日裁定受理

三亚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6月
18日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担任三亚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三亚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
10月30日前，向三亚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1、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13号三晋度假酒店三楼;联系电话：
18289764680伍律师；2、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9楼
海 南 天 皓 律 师 事 务 所 ；联 系 电 话 ：0898 － 66212010，
13976671692徐凤英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分配无权要求补偿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巜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三亚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三亚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1月14日上午9时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四楼大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特此公告
二0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中南海景花园”项目9个
建筑方案调整批前公示的请示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中南海景花园项目位于文昌市清澜开发区高隆湾沿海地段，建

设单位为文昌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临时许可证》。此次调整内容为：

调整后的规划指标，符合要求，具体内容详见附图。为广泛征

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调

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8月8日至8月22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

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8月8日

楼号

A区（北）商铺

A区（南）商铺

C3#

C5#

C8#

C10、11#

E2、3#

总建筑面积

原批建面积

514.09平方米

758.57平方米

14032.03平方米

14032.03平方米

14685.23平方米

19960.08平方米

17030.64平方米

81012.67平方米

调整后面积

1379.04平方米

791.37平方米

13956.91平方米

13956.91平方米

14733.31平方米

17967.64平方米

17248.59平方米

80033.77平方米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红五砖瓦用页岩矿区采矿权招标出让公告
1.招标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经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红五砖瓦用页岩矿区采矿权。
2.项目概况

注：（1）矿区范围坐标及矿体性质等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1.1.5；（2）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中标人全额缴纳采矿权出让
金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招标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3.投标人资格要求：3.1 须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注册
资金不得少于1000万元；3.2 受到省、市（县）
国土部门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活动的处罚且
期限未满的，或者因未履行采矿权出让合同被
取消买受人资格的，不得参与投标；3.3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3.4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 2017-8 -8 08:00:00至 2017- 8-
14 17:00:00（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下
同），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购买招标文件和报名
参加投标。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人民币
(含地质勘查报告等基础资料，需要拷贝的请
自备U盘)，售后不退。报名时须提交：（1）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
证）；（3）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以上报名材料均需
校验原件，留盖章复印件，未出示原件或原件
不齐全的，报名材料不予接收，工作人员接收

报名材料后，应向递交人出具签收单。4.2 乐
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海南省矿业权
交易中心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
于2017-8 -15 17:00:00 前发放《报名确认
书》。

5. 投标文件和保证金的递交 :5.1 投标文
件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17-9 -8
10:00:00；递交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
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矿产交易厅203室。5.2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17-9 -7 10:00:00；投标保证金的
形式：转账 ，账号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
须知前附表3.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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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确定中标人原则:本次招标采用综合
评分法，按得分高低排序，推荐3名中标候选
人，公示无异议的，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
中标人。

7.注意事项：7.1 矿业权投资存在不可预
见的自然因素变化和政策法规变化风险，投
标人需慎重决策。7.2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

资源局定于2017年8月11日组织矿区现场
踏勘，有意投标者请于2017年8月11日9:30
前到该局矿管岗集合（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尖峰路1号，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
话：0898-85531285）。7.3 有意投标者可到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美贤路
9号省国土环境资源厅401室）查阅相关地质
资料，详细了解本次出让采矿权情况，投标人
提交投标文件即视同对本次出让采矿权的现
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8.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海南日报》、国土资源部网站、海南省国土资
源厅网站、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
站及海南土地矿产市场网发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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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7年 8月 8日

项目名称 矿区地址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评估可采储量
（万立方米）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出让年限（年） 开采标高 投标保证金

（万元）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红

五砖瓦用页岩矿区采矿权

利国镇红

五村委会

+80米至

+150米0.08 102.95 10 10 80

专科提前批平行志愿
投档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2017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专科提前批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今天划定。具
体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投档成绩相
同的考生，将按同分排序的规则投档。

专科提前批征集志愿
8月8日10时前不填报视为放弃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2017年我省专科提前批
第一轮平行志愿投档后，仍有部分学校生源不
足。为完成招生计划，省考试局决定组织符合
条件的考生在8月7日16时至8月8日10时之
间征集志愿。

档案处在“自由可投”状态且投档成绩达到专
科提前批文史类、理工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均可自主决定填报专科提前批相应科类的
征集志愿；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专科提前
批艺术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艺术类考生，可
根据自己的艺术专业考试类别和剩余计划表中的
招生专业，自主决定填报艺术类征集志愿。档案
处在“预录取”状态的考生，高校已确定录取，考生
可不再填报征集志愿，自行填报的征集志愿将不
再作为投档的依据。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的“专
科提前批征集志愿填报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征集
志愿，逾期不填报的视为自行放弃填报征集志愿
资格。专科提前批文史类、理工类和艺术类（各专
业）的剩余计划见省考试局网站，不列入表中的学
校和专业不能填报。

全省48家体育场馆
今日免费或优惠开放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王黎刚）8月8日
是全民健身日。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文体厅了解
到，全民健身日当天，全省共48家体育场馆（其中
海口市3家）将免费或者低收费向市民开放。

其中，海口市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的体育场
馆包括海口世纪公园、海口市灯光球场、金时水上
运动城等3家。具体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场馆可登
录海南日报客户端查看。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林玥）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
悉，定安县检察院近日一举立案查处两
个校长受贿案，以涉嫌受贿罪对定安县
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王某某和定安中学
原党委书记、副校长黄某某立案侦查。

经查，定安县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王某某在任定安中学校长期间，多次收
受包工头贿赂；定安中学原党委书记、
副校长黄某某在任定安中学党委书记、
副校长期间，收受包工头贿赂。

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关注高招

8月6日上午，在海口桂林洋天鹅湖动物乐园，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与这里数十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
动物“亲密接触”。据了解，暑假里，不少家长纷纷抽空带孩子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叶媛
媛 实习生陈子仪）“只需要刷二代身
份证，立刻就可获得自己的房产信
息。”今天上午，海口市民李先生在海
口市怡心路房产交易大厅不动产登记
信息自助查询机的智能查档系统上自
助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省去了过去
取号排队的麻烦。

记者从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
解到，从今日起，该中心推出智能查档
系统，市民通过该系统就可自助查询
自己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据了解，智
能查档系统较柜台查询可以大大缩短
查询时间，同样的查询业务，在柜台查
询需要5分钟左右，而通过智能查档
系统，不用30秒即可完成。

智能查档系统操作起来十分方便，
利用读扫二代身份证原件即可实现查
询，同时自助查询机还集成了打印和盖
章功能，查询人需要出具查询证明的，
可以直接选择打印查询证明，自助查询
机打印证明后会自动盖章，无需再到窗
口受理、审核和盖章。如果拿到的查询
结果与事实不符，应向档案查询窗口申

请复核，如使用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查询
结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在海口
市政府服务中心、国土大厦、怡心路房
产交易大厅各配置两台不动产登记信
息自助查询机。

据了解，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近期已推出包括预约服务、上门服务

等一系列便民措施。网上预约的市民
只需在预约截止时间前30分钟到大
厅取号，即可优先办理。截至7月底，
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受理各类不
动产登记业务17.26万宗，完成登簿
16.22万件，开具不动产登记查询利用
证明30余万份，完成房地关联及编制
不动产单元编码50余万户。

海口不动产登记信息可自助查询
只需刷二代身份证，个人房产信息30秒内即可查知

本报文城8月7日电（见习记者
张期望 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黄云平）今
天记者从文昌市纪委获悉，近日，文昌
市纪委已对文昌市商务局原主任科员
陈修盾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陈修盾在担任文昌市商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市场物业管理中心主任期
间，收受他人财物、擅自处置国有资产。

依据有关规定，经文昌市纪委常委
会会议和文昌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审
议，并报文昌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陈修盾开除党籍处分、取消退休待遇。

涉嫌受贿

定安两原校长
被立案查处

因严重违纪

文昌一干部
被开除党籍

到“自然课堂”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