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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0923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7年9月23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
省工商银行（海口市第十中学斜对面）二楼会议室以现状公开拍卖：

标的展示日期：自公告之日起至9月22日止。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7年9月22日17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网
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
13005097307 蔡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
楼。委托方监督电话：65359641

序号
1
2
3
4

车牌号
琼AH3680
琼AH1101
琼E0AB99
琼AT1718

车辆型号
丰田皇冠JZS155L-AEPQ
丰田凯美瑞GTM7200E
丰田凯美瑞GTM7200G

丰田凯美瑞GTM7200GB-NAVI

车架号
136960

K47G041480
K98G071045

LVGBH40K09G337926

参考价（元）
32000
26000
31000
33000

保证金（元）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一、项目名称：儋州金林通航+木排休闲生态农庄

二、项目地址：海南省儋州市和庆镇木排热带作物场

三、采购内容：室内健身设备采购安装及功能区软包设

施采购（含以上内容的设计、运输、安装、调试、培训），具体采

购清单详询业主单位；

四、报价要求：根据业主提供的采购清单要求进行报

价，并提供有效营业执照，资料密封。

五、联系电话及地址：徐先生（0898-66526859）；海口

市正义路3-1号汇宇别墅南区D1栋

健身设备采购公开招标公告
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XZ201709HN0094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

司2.23%股权（500万股），挂牌底价720万元，竞买保证金

216万元。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原名三亚海航度假酒

店有限公司，于1996年1月11日经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登记，2003年2月10日更名为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

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224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住

宿、饮食服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服务、工艺美术品、农副农

品、水产品、副食品销售、桑拿按摩服务。截止2016年6月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25063.18万元，负债总额为5739.95万

元，净资产为19323.23万元。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海南

兴平资评报字（2017）第0303号。标的企业其他股东在同等

报价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该优先购买权行使方法为：其他股东

应办理报名手续、缴纳保证金，取得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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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权，否则视为放

弃该权利。

公告期：2017年9月13日至2017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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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

（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9月13日

专题

为了坚决刹住我省食品药品监管人员顶风违纪的惯性，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在全系
统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以及基层监管人员“吃拿卡要”行
为的专项整治。现请全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从业者，对我省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的
以下五种情形进行反映举报：

一是口头向生产经营者提出处罚，不出具任何收据打折收取罚金；二是向生产经营
者索要烟、酒、食品、药品等财物；三是要生产经营者为个人的消费买单；四是监管人员伙
同中介办理行政许可证收取好处费；五是故意找茬刁难监管对象，借机索要好处。

我们将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严肃查处“吃拿卡要”违法违纪行为，切实维护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举报电话：0898-66832525，举报网址：www.hifda.gov.cn。
特此公告。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9月13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鼓励生产经营者举报

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吃拿卡要”行为的公告

主编：林容宇 美编：孙发强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罗
霞）记者昨日从省发改委获悉，根据省
发改委、省水务厅近日印发的《海南省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十三五”期间
海南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注重向提质增
效转变，注重由“重水轻泥”向“泥水并
重”改变，计划新建115座污水处理厂
及推进污水管网等建设，总投资超过

100亿元。
《规划》明确，到 2020 年，新建

115座污水处理厂（新建 98 座，扩建
17 座），新增污水处理监测站 9个，
以上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01.03亿
元。

“十三五”期间，我省重点建设设
市城市、县城、重点镇及百个特色产业
小镇的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我

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不平
衡，为合理安排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
新增能力，建设重点由设市城市、县城
和主要的重点镇逐步向一般建制镇及
较为迫切的农场与林场倾斜，依托交
通区位和资源条件加快推进100个特
色产业小镇与1000个美丽乡村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我省优先解决已建污
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不足的问题，抓

紧补建配套管网；根据排水系统的建
设和实际运行情况，相应调整污泥处
理处置设施规模，重点解决37座污水
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出路。

《规划》提出，到“十三五”期末，力
争全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5%，海口市基本实现污水全部收集
和处理；三亚市、儋州市污水收集率达
到95%以上；6个设市城市（三沙市、

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五指
山市）及10个县城污水收集率明显提
高，达到85%；人口集中、污水产生量
大、具备条件的重点镇与建制镇加快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34个重点镇污水
收集率达到65%左右；建制镇、林场
与农场污水收集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逐步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全省再生
水利用率达到15%以上。

新建115座污水处理厂

新增污水处理监测站9个

总投资101.03亿元

“十三五”我省将新建115座污水处理厂 省中小学书法教师
培训项目启动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记者郭景水）今天上
午，海南省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启动，首批来
自五指山市的20名中小学老师参加培训。老师
们将接受四个板块的培训：一是篆书和隶书，二是
楷书，三是行书和草书，四是到书法教育开展较好
的学校跟班学习，每个板块的培训时间为4天。

今天的培训班分析了书法教育在学校教育中
的地位和作用。此外，本次培训班还邀请北京大
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创作室副主任萧华、中国美术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杨牧原老师以及海南中学曹务
乾老师进行授课和现场书法交流。

首批培训项目由海南省中小学书法教育学会联
合五指山市教育局开展，今年还将陆续联合陵水、临
高、定安等市县教育局进行培训。北京大学书法艺
术研究所海南创研中心主任、海南省中小学书法教
育学会副会长陈日果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推进对老
师的书法培训，进而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在校园的
普及和深入，从而提高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基本技
能和书法艺术欣赏水平，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到“十三五”期末，力争全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5%

三亚市、儋州市污水收集率达到95%以上

6个设市城市（三沙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五指山市）及10个县城污水收集率达到85%

人口集中、污水产生量大、具备条件的重点镇与建制镇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34个重点镇污水收集率达到65%左右

建制镇、林场与农场污水收集率得到进一步提高；逐步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全省再生水利用率达到15%以上

到2020年

制图/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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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晚，五指山仁商基业有限
公司与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联合培养

“定向班”启动仪式在五指山市举行，
仁商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科参加
了启动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我们公司计划在学校开办两个
种植班、一个烹饪班和一个旅游班，公
司和学校将对你们共同进行培养和指
导，你们实习和毕业后工作岗位我都
给你们考虑好了，你们只要专心学好
本领，练就一技之长。”李东科向同学
们作出庄严承诺，公司将向他们敞开
大门，希望同学们通过3年拼搏学有
所成。

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老家在河南
长垣县的李东科扎根五指山多年，他
说自己已经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希
望能多为五指山的老百姓做一些实
事，给贫困户送去温暖和希望。

结缘：千挑万选看中五指山

“我们易家度假公司成立的初衷
是借鉴分时度假、交换度假理念，让闲
置房源与退休人群互动起来。经过长
时间调研和探索，我们确立的商业模
式是做全国‘旅居服务平台’，让投资
人‘一套房子，住遍中国’；让退休人群

‘做旅居会员，走遍中国’。”李东科表
示，仁商基业有限公司投资的仁帝山
养生养老基地项目，预计今年10月就
可试运营，年底正式开业，公司的目标
是让全国老人都有机会享受五指山优
越养生养老环境。

为了实现“让退休人群旅居全国”
的梦想，李东科跑遍了全国著名度假
地，最后选择了国人度假最佳目的地
——海南。他考察海南所有市县后，
最后选择把项目落户在五指山市。李
东科说，五指山市森林覆盖率高、水源
清澈、空气纯净，空气负氧离子含量
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有文化底
蕴基础，群众热情淳朴，社会治安非
常好，且市区人口不多，没有大城市
的喧嚣，这些条件都适合发展养生

养老产业。
据了解，为了做“交换度假”“共享

经济”模式，仁商基业有限公司正着力
打造的养生目的地、养生综合体——
仁帝山旅居社区，项目占地面积200
亩，2015年动工建设，分四期建设，总
投资约20亿元，是海南省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项目规划建设养生养老公寓
4000套，项目将整盘持有一套不售，
全部实行会员制租赁，计划发展会员
家庭2万户。其中项目一、二期共有
客房1420套，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运营后仅每年食材采购额就可达500
万元到800万元。

据介绍，五指山市专门安排一
位副市长分管该项目，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到项目工地走访，了
解项目进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
便及时协调解决。省扶贫办、省农
发行等单位有关领导也到项目工地

指导，高度肯定仁帝山养生养老基
地的这种模式。

“五指山市是国家贫困县，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政府这么支持我们
项目建设，我们作为五指山的投资
者，脱贫攻坚绝不能缺席，应该积
极参与，帮助那些贫困户，让他们
过上好日子。”李东科多次带队深
入村庄农家、田间地头开展扶贫活
动。

行动：千方百计帮助贫
困户脱贫

言必行，行必果。
仁商基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公司
成立了以李东科为组长的扶贫攻坚领
导小组，下设扶贫办公室，负责公司扶
贫事宜，公司先后承担了7个乡镇、9

个行政村、74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扶贫任务。

推进产业化扶贫，扶贫龙头企业
是关键。

忧遁草是五指山的特色、绿色和
高效经济作物，种植忧遁草成为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据公
司扶贫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公司从签
订农业订单入手，大力扶持忧遁草种
植，已与通什镇番中村20户贫困户、
番阳镇番阳村131户贫困户、南圣镇
红合村14户计165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签订了忧遁草种植收购合同，并预
付了每户500元定金。同时，公司还
组织了3期南药种植、4期忧遁草种植
培训班，聘请技术人员为贫困户免费
讲解技术，丰富了贫困户养殖种植的
专业知识。

“公司将投资5000万元，用于南
药产业园建设、南药加工、收购、消费

与销售，可以长期带动60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参与协作。”李东科说。

务工扶贫是扶贫工作中风险小、
短平快的一种方式，“一人务工，全家
脱贫”。仁帝山养生基地项目正在加
紧建设，先后招聘了 68位村民，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人，其它贫困
户24人。据介绍，随着企业的发展，
公司还将陆续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业。

近日，公司联合五指山市国税
局，对畅好乡什奋村的贫困户进行
引导和扶持，让贫困户组成基建扶
贫劳务小分队，先到工地务工，从事
抹灰、砌墙、贴地砖等工作，每人月
收入最高可达 8000 元，最低也有
3000 元。“除了仁商基业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对贫困户务工进行技术指
导，我们下一步还将联系就业局，对
贫困户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
让贫困户吃上技术饭。”五指山市国
税局负责人表示。

番阳镇番阳村是公司对口帮扶
点。去年中秋节前，公司对该村67户
2016年脱贫户及毛阳镇牙胡村8户
贫困户进行了扶贫慰问，为他们送去
了月饼、食用油、大米等慰问品。李
东科多次慷慨解囊，为贫困户雪中送
炭。他为南圣镇永忠村黄启展、黄仁
文、黄永明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新
房，花费67.3万元；为通什镇番道村
美丽乡村建设捐助规划费18万元；给
水满乡方响村的贫困户王基明捐助
了1.8万元危房改造资金；为南圣镇
红合村扶贫夜校赠送100条凳子；最
近，又为毛道乡毛枝村小学捐献雨伞
100把，价值2600元。

正是基于在扶贫工作中的突出表
现，仁商基业有限公司应海南省农发
行邀请，参与了“海南省农业政策性金
融产业扶贫合作平台”，获得省农发行
旅游扶贫贷款支持；省扶贫办命名仁
商基业有限公司为“海南省扶贫龙头
企业”；五指山市委、市政府授予仁商
基业有限公司“扶贫工作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

产业扶持、提供就业岗位、组织培训……仁商基业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五指山市扶贫开发

“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企业有责任”
仁商基业有限公司不断创新扶贫思路

校企合作办“定向班”
惠及贫困学生

教育扶贫、智力投资是家庭脱贫的必由之路；
教育好孩子，是挖掉家庭穷根子、阻挡贫困代际传
承的治本之策。今年5月，五指山仁商基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东科另辟蹊径，创新扶贫形式和方
法，经过友好协商，仁商基业公司和省第二卫校、
省农林科技学校实行联合办学，优势互补、惠及贫
困学生。

“近年来，学校跟一些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为
学生拓宽就业渠道。我们学校种植、烹饪以及旅
游等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与仁商基业公司人才需
求是吻合的。”省农林科技学校校长李芳伟说，学
校与仁商基业公司合作是共赢互惠的。

今年6月2日，省农林科技学校举办了定向
培养暨励志班职业规划课程，并由李东科讲授了
第一课《有梦想就有未来》。李东科结合自身30
年的创业经历，讲述了创业路上的艰辛与收获，给
莘莘学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李东科勉励同学
们，贫穷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们不能甘于贫穷，
只要努力，未来属于大家！在和学生们互动环节，
他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并向学生们抛出了就业
邀请的橄榄枝，赢得阵阵掌声。

据悉，目前省第二卫校、省农林科技学校的多
个“仁商基业定向班”已经招生。凡就读这两个学校
各专业的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仁商基业定向
班”，投身养生养老这个国内热门事业，毕业后一经
录用，工资待遇2000元-4000元，提供舒适的住宿
条件、较多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晋升空间。同时，在
公司内部组建幸福家庭的员工，公司将提供舒适住
房及婚假、奖金，工作内容就是服务好退休之后来五
指山旅居的高端客户，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和
各种各样的文体娱乐组织，会让工作充满快乐和热
情。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仁商基业有限公司将结合
实际需要，全程参与班级管理和学业授课，学生毕
业后，全员在仁帝山养生基地实习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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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商基业有限公司引导贫困户发展忧遁草产业。

仁商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给贫困户讲解扶
贫政策、致富理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