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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监督下，由主承办单位组成的评
审工作小组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评审产生个人奖270名，其中一等奖
10名、二等奖30名、三等奖80名、优秀
奖 150名。另外还评出优秀组织奖 4
名。

据悉，获奖个人可凭身份证、获奖单
位请派人持工作证于10个工作日内到
海口市南沙路27号海南图书商厦712
办公室领取奖金、证书或奖牌。咨询电
话：66805863，联系人：潘家浩。

获奖名单公告如下：

一等奖（10名）：

邝文华（社会人士）、王磊（海口建
设维护中心）、符春语（海南晶辉盐业
有限公司）、冯涛（海口市劳动保障监
察支队）、韦吉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廖少东
（社会人士）、胡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何怿（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田泽
栋（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陈
文娟（中国移动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二等奖（30名）：

刘珠美（社会人士）、周志菊（海南省
东方盐场马岭分场）、冯胜（海南省东方
盐场）、汪玉花（三亚财政国库支付局）、
林毅（海口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许洁
（海南省盐业集团）、张原元（海口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李丰（海口市劳动保障
监察支队）、姚春辉（市委办公室）、吴坤
雄（海南中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杜
红霞（在线公司海南分公司）、彭金辉（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
司）、谭小蔚（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
司）、傅伟（社会人士）、崔德林（社会人
士）、李振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陵水分公司）、郑璋燕（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杨
璐（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
口分公司）、许莉萍（社会人士）、韩刚（社
会人士）、陈银祥（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
总公司）、何燕（中国移动在线服务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沈睿（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郑丽芬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网优中心）、张婷婷
（中国移动）、李芬芬（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郭慧（中国移动）、麦铭
娜（中国移动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王姝懿（社会人士）、符正发（中共
三亚市委政策研究室）。

三等奖（80名）：

符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文昌分公司）、王德（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杨松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中
分公司）、刘忠成（共青团海南省委组织
部）、陈碧云、翁海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钟丽娜（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
司）、吴朝炜（海南省技师学院）、孙秀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何
明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陵水分公司）、梁安毅（中国移动在线服
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符丽苗（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
司）、王磊（海口建设维护中心）、吴荣剑
（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黄晓祥
（中国移动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符君（社会人士）、陈少芬（中国移
动）、胡行周（中共文昌市委党校）、汪丽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黄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甘芳芳（海南省
盐业集团）、张杨（社会人士）、叶君（社会
人士）、陈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文昌分公司）、陈洪销（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陈海昌（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陈泽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文昌分公司）、桂雪海（海南省盐
业集团临高分公司）、黄颖（社会人士）、
黄祖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琼中分公司）、李绪新（社会人士）、刘
洪赫（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陵水分公司）、钟起椿（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陈礼福
（中国移动）、陈建华（中国移动在线服务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邢玉洁（社会人
士）、苏哲（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海口分公司）、陈芷婵（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林明
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袁昭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谢婷婷（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陈立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陈菊蕾（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韦文青（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
司）、符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文昌分公司）、王锦丽（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王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
分公司）、黄碧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周星贝（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徐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文昌分公司）、陈红（中国移动）、张
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东
方分公司）、徐艳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朱子华（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黄海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文昌分公司）、严雪冰（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周
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陈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文昌分公司）、陈垂旺（三亚财政国库支
付局）、邓才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陈彦伶（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郑海青（第
六核算站）、苏小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王杏霜（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
司）、李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文昌分公司）、郭晶晶（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樊尊
益（社会人士）、韩燕（海口保税区开发建
设总公司）、魏玲玲（社会人士）、黄莺（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
司）、李铭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李治俊（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闫
大新（中国移动海南公司党委办）、王秀
奎（市委办）、王力（省财政厅社保处）、杨
年毅（省财政厅）、王美全（三亚财政国库
支付局）、刘丹丹（海南省东方盐场）、朱
玉（三亚财政国库支付局）、赖雪珍（三亚
财政国库支付局）、王娇燕（海口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

优秀奖（150名）：

周德俊、云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李秀玲（中国
移动）、张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陈彤（海南省计生
委）、华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文昌分公司）、陈昌翠（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王
云、李德江、王振瑜、伍彦、杨朝杰（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
司）、罗清明（省财政厅企业处）、王海萍、
张明志、周永强、陈伟锐、林志超、林小
丽、林静娴、王銮芳、万英武（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王绿
光（海南省彩票管理中心）、青扬、廖威
武、徐华杰、辜绳奋、梁勃（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邢翠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
分公司）、符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罗彩萍、杨来他、朱剑、黄渝、
符一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文昌分公司）、邝龙（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林先丰、
谢雨圣、蒙艳君、陈思同（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张博（市委办）、林

时鹏、陈佳、陈在勇、吴华君（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梁元
（评审中心）、符亚嫩、廖小丽、邓礼（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梁其圣（海南省技师学院）、曾秋虹、
陈秀娟、黄茹茹、林秀、张丽娜（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张
青（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黄新（市委办）、饶朝松、潘萍、黎瑞剑、邢
勇、沈晓晴、陈烈全、张瑜、张琼惠、刘晓
洁、林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海口分公司）、吴清霞、王斌、黄丽君、
李明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马时艺（三亚市委办）、王田晶、佘鸿
海、黄春雨、邓冬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杨乐（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朱帆（团
省委）、吴亮、游国强、韦惠仁、吴世雄（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郭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庚月光（市委办）、郑云霞、廖颖、
占一婷、黄小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丁基厚（省财政
厅）、符娟、郭家瑞、钟玉恣（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陈立
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谢安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王燕花、李
榆芳、林琼、黎钟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杨如、王谷
桂、王造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海口分公司）、许秋云、陈文畅、佘丹
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陈光辉（三亚市委办）、左运
森、张斌、陈彩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吉洪芬（三亚
市接待办公室）、陈夏雨、操龙（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邱
晓慧、黄海宽、陈正（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陈学、蔡静（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韩小
婵、蔡璐宇、王国雄、周文莉、马婧（中国
移动）、王海浪、张和峰、李文茹（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王峰（国企员工）、陈映表、陈其孟（社会
人士）、粱薇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林诚诚、吴坤涵
（海南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黎
益民（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陈
菲菲（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陵水分公司）、林明安、吴育刚、隋明育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符策孝、李超、张莹莹（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翁敦星（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
司）、肖宇翔、陈涛、徐洁恬（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粱虹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网优中心）、向波（三
亚市委政策研究室）、涂秋晗、粱正绿（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李小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临高
分公司）、杨文超（社会人士）、杨建霜（海
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孔朝娇（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

优秀组织奖（4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盐业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省财政厅、海南中移通信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凤凰新华发行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1月6日

2017年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读书知识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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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06执恢166号

李加利、李锦霞：
本院立案执行的甘达基与被执行人李加利、李锦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琼0106执恢

16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6）琼0106执恢166号之二执行裁

定书及琼联振房评字（2017）第10905号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O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于2000年12月1日作出的
（2000）海中法民初字第85号民事调解书、2016年12月23日作出
的（2000)海中法民初字第85号民事裁定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年7月19日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嘉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上述生效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拟将
海南嘉陵国际大厦第12层中400米（该面积为销售面积，在大厦第
12层房产东侧连片划出）房屋产权证从海南嘉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办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名下。如案外人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
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
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恢328号

二0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66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7）海仲字第
522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执行申请执
行人海南创丰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2017）海仲字第522号裁决书裁决
的主要内容为：被执行人在2017年10月15日前协助申请人将海口
市国用（2007）第00006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
2007000065]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

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按上述裁决书的裁决内容对上
述土地进行处置，即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名
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
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执
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土地。

特此公告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正义路8号；邮政编码：570206
联系人：伍法官；联系电话：0898-66522795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海中法拍委字第4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由我公司对
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海濂路30号永升华府小区
地下137个车位，具体编号为：001、002、003、004、005、006、007、
008、009、010、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21、022、
023、024、025、026、027、028、029、030、031、032、033、034、035、
036、037、038、040、041、042、043、044、045、046、047、049、050、
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59、060、061、062、063、
064、065、066、067、068、069、070、071、072、073、074、075、076、
077、078、079、080、081、082、083、084、085、086、087、088、089、
090、091、092、094、095、096、099、100、101、102、103、104、105、
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
119、120、121、122、124、126、127、128、129、130、131、132、133、
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
拍卖参考价：7.2万元/个，竞买保证金：3万元/个。现将第三次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11月28日上午9：30；2、拍卖地点：海口市
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
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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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7年11月24日
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09454890001431；6、缴款用途处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海南省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等规定所
有车位均只能由永升华府小区的业主购买，本次拍卖车位均未办产
权证，日后办理产权证所需的税、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1651618 13700468704 13637647779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7]18号

海 南 志 海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MA5RC6AC43,法定代表人:程权):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

税七稽罚告[2017]9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经检查，你公司分别接受

北川羌族自治县乐康有限公司、梁平县景军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县时珍中药材有限公司虚开的19份、37份、37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金额合计9,046,415.24元，税额合计1，176,033.96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号）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相

关规定，你公司用上述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行为已构成虚假申

报定性为偷税，拟决定对你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588,016.98元。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

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

利。三、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

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联系

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6室；联系人：莫女士；电话：

66264775）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7年11月8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7]19号

海 南 宏 祥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MA5RC6B101,法定代表人:程彦彪):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

七稽罚告[2017]10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经检查，你公司接受北川

羌族自治县乐康有限公司虚开的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合

计1,844,207.42元，税额合计239,746.9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九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你公司用上

述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行为已构成虚假申报定性为偷税，拟决

定对你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119,873.49元。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

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

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三、你公司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

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

厦1206室；联系人：莫女士；电话：66264775）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7年11月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542号

本院在执行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与
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中，查
封了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渡海路88
号海口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地的3号楼A座13层1602房(证号:
HK367516)、3号楼A座17层2001房(证号: HK367438)、3号楼
A座17层2003房(证号: HK367436)、3号楼B座11层1203房
(证号: HK367405)、5号楼A座12层1502房(证号: HK366913)、
7号楼A座 11层 1202房(证号:HK368024)、7号楼A座 25层
2901 房(证号: HK368080)、7 号楼 A 座 26 层 3002 房(证号:
HK368088)共8套房产。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应于1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

特此公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之债权
申报公告

各换地权益书持有人:
我单位2014年以前存量政府债务《换地权益书》将通过

海南省公开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予以置换。现依法告知我
单位之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进
行债权登记，并签署相关债券置换债务协议。如逾期未申
报，则相关债务将不再计入地方政府债务，仍由我单位自行
承担。

联系人:苏朝
联系电话:0898-23881366，13976808229
联系地址:海南省儋州市中兴大街市国土资源局四楼储

备中心
2017年11月2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5）龙执字第146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执字第1468-2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2月2日上午10时至2017年12月3日上午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下列财产：海南
省海口市机场东路25号（现门牌号为五指山路49号）康业花园A-
18B房，建筑面积：125.99m2，参考价：74.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11月27日起至2017
年11月30日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
月3日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
拍卖；（2）本次拍卖产生过户的税、费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咨询
电话：0898-66750636 黄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8日

万宁市长丰镇（东和
农场）石姆公岭

万宁市长丰镇石姆公建筑用花岗岩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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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经万宁市人民

政府批准，万宁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万宁市长丰镇石姆公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2.项目概况

注：（1）矿区范围坐标及矿体性质、开采标高等详见招标文件第二
章投标人须知；（2）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充抵部分采矿权成交价款；未
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招标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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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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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8
日08:00:00至 2017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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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窗口或海南省矿业权交
易中心（地址：海口市美贤路9号省国土环境资源厅401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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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等资料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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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定代表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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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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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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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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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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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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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定于2017
年11月13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有意投标者请于当日9:30前到该局
矿管股办公室集合（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市国土资源局办公
楼五层，联系人：符先生、陈先生，联系电话：62223295）。7.3 有意投标
者可到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查阅相关地质资料，详细了解本次出让
采矿权情况。如对本次出让采矿权有异议，请于报名截止前以书面方
式向万宁市国土资源局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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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户网站、海南省国土资源厅门户网站、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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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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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保证金
（万元）

0.036 217.6 26 8 180
万宁市长丰镇石姆公建
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7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