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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第28个
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尹建军）今天是第28个全国“土地日”。自6
月23日起，我省启动了第28个全国“土地日”主
题宣传周活动，并于6月24日在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举办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暨土地法律
法规下乡活动。

在活动现场，相关单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设置宣传展板等，向群众介绍国土资源法律常
识，并向群众展示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规程等具体内容。相关单位还向现场群众发出
以“珍惜土地资源 建设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倡
议书，号召大家自觉担当国土资源的公益宣传
者、法律知识的传播者，弘扬生态文明；增强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节约集约
利用每一寸土地；牢固树立保护土地、人人有责
的自觉意识，珍惜土地资源，呵护耕地，爱护基
本农田。

据了解，连日来，我省各市县国土资源局分别
举办“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旨在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主体鲜明的“土地日”宣传周活动，不断增强
社会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的意识与法治观念。
省国土资源厅扶贫点乐东黎族自治县抱邱村也开
展了“土地日”宣传活动。

广告

为推进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征收工作，
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拟对
江东新区征收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招标
代理机构参与该项目的招标工作。

一、采购项目名称
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征收项目招标代

理服务
二、采购项目内容
选取专业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江东新

区征收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包括编制采购文
件、组织开标、协助评审、编制公示、发布（中
标）成交通知书、备案以及提供采购咨询、组织
报名、协助合同签订等程序性事宜。

三、代理机构资格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二）代理机构具备甲级招标代理资格。
（三）已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上登记备案。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

会计制度。
（五）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
（六）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

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2013年以来参加过海口市范围内征

收项目招标代理的优先考虑。
四、代理机构需提交的材料
（一）被委托人身份证、公司简介、营业执

照复印件。
（二）甲级招标代理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已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上登记备

案的提供网页截图。
（四）收费标准。
（五）2018年1月至3月机构纳税证明。
（六）2018年1月至3月机构在职员工的

社会保障缴费记录。
（七）无违法记录声明函。
（八）机构出具本次递交材料在递交截止

日后的90天内自始有效的承诺书。

（九）2013年以来海口市范围内征收项目
招标代理合同复印件。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代理机构公章并密封。
五、递交材料地点、时间及联系人
（一）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群上路1号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一层105办公室
（二）时间：2018年6月26日至7月3日
（三）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689855595
六、代理机构选定
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组织评分小组

对代理机构递交的材料拆封，并根据本公告第
四条对代理机构进行评分，择优选定代理机
构。分数相同的，收费标准低者中选。分数相
同，且收费标准相同的，采用随机抽取法（摇珠
法）的方式选定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选定结果将电话通知中选机构，
并进行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
2018年6月26日

招 标 代 理 服 务 采 购 公 告鸿洲集团状告琼海“海天盛宴”项目侵权案胜诉
海南大众公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用公司）

开发的琼海市“海天盛宴”项目违规建设等事宜被国内多家媒体
报道，侵害了海南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洲集
团）注册的“海天盛筵”文字、图形商标的合法权益，并对鸿洲集
团主办的“海天盛筵”展会、拥有的“海天盛筵”商标品牌及相关
产业造成了不良影响。

鉴于上述情况，鸿洲集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起诉要求判令大众公用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大众公用公司构成商标侵
权，判决大众公用公司立即停止侵害鸿洲集团“海天盛筵”注册
商标的行为并在30日内变更其项目名称且变更后的新名称不
得含有与“海天盛筵”相同、近似或发音相同、近似的文字以及赔
偿鸿洲集团经济损失。现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海天盛筵”是鸿洲集团拥有的集全球公务机、游艇及配套
产品、高级轿跑车、珠宝精品、生活艺术品等于一身的高品质生
活方式展以及项目开发、商品房建造等商标品牌。“海天盛筵”展
会从2010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已成为三亚市的一张靓
丽城市名片，为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1、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
上递增3%，租赁期限为三年。2、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
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3、公告期：
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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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1楼受
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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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0（杜女士）、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名称

商铺115
商铺116
商铺117
商铺118
住宅1-03A
住宅1-03B

面积（m2）

201.92
233.94
252.66
56.53

127.21
127.21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35696
162828
172824
23748
33588
32052

保证金
（万元）

5
5
6
0.8
1
1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06HN0048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招租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迈仍村政协小区
4间商铺和2间房屋,现状均为闲置，装修状况均为毛坯。详见下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张振豪）记者今天从海
口海关获悉，今年以来，海口海关组
织开展“国门利剑2018”联合专项行
动，针对洋垃圾、农产品、资源性产
品、涉税商品、涉枪涉毒走私活动等5
个重点领域开展深入打击。截至目
前，海口海关共立案查办各类案件
201 宗，其中刑事立案 51 宗，案值

8.83 亿元；行政立案 150 宗，案值
983.6万元。

其中，今年1月，海口海关缉私
部门联合海警部门在海口、白沙黎族
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屯昌及海
上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打掉海上偷运
走私柴油犯罪团伙1个，抓获涉案嫌
疑人员34名，现场查获涉嫌走私进
境的柴油2400余吨，查扣外籍走私

母船2艘，小型接驳船只1艘。
经查证，该犯罪团伙自2016年

以来利用走私母船，多次通过海上偷
运方式将涉案柴油从越南等地偷运
至北部湾海域，再通过小型船舶运至
海南八所、洋浦等非设关地码头卸
驳，以牟取非法利益。该案涉案柴油
2.16万吨、案值1.52亿元，被列为海
关总署一级挂牌督办案件。

今年以来，海口海关共组织开展
打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禁毒
2018两打两控”、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2018年“夏季攻势”等数项专项行
动，共破获枪支、毒品案7宗，查获大
麻油、大麻胶囊等各类毒品2.433公
斤；侦办成品油案14宗，查扣涉案柴
油约3000吨；侦办走私废物案3宗，
走私废钢案26宗。

掀起禁毒新高潮 关注“6·26”国际禁毒日

本报海口 6 月 25 日讯 （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逄金霞）在第31个国
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今天上午，省司
法厅在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举办
2018年全省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开
放日暨职业技能培训展示”主题活
动，向全社会倡导“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理念，展示我省禁毒戒毒工作
成效。

活动中，大家参观了海南司法行
政禁毒教育基地，随后又来到戒毒人
员职业技能培训展示厅和就业招聘

会，观看烹饪技艺、服装裁剪、汽车维
修等技术技能展示。据悉，为降低复
吸率，帮助戒毒人员全面系统掌握过
硬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我省按照

“短期技能培训+系统中专学历教
育+推荐就业”的办学模式，在每个戒
毒所每年举办1个学习班，以此强化
戒毒人员的技术技能培养和职业生
涯教育。在随后召开的禁毒（戒毒）
宣教大会上，戒毒成功典型卓某现身
说法，介绍了戒毒体会及创业经验，
戒毒人员家属代表、应聘成功的戒毒

人员分别作帮教和表态性发言。同
时，省戒毒管理局、省教育厅、省经济
技术学校还共同启动所校联合办学
——举办“金不换”职教中专班。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司法行政
系统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禁毒、
扫黑除恶等工作，得到了司法部和省
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全省司法
行政戒毒场所累计收治公安机关戒
毒所转送的戒毒人员7862人，其中
病残戒毒人员2548人，圆满完成阶

段性收治任务，持续保持场所安全稳
定无事故。

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范华平在出
席活动时指出，当前禁毒形势依然严
峻，要切实抓好我省强制隔离戒毒工
作，努力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为圆满完成禁毒三年大会战目标任
务，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进平、省
政协副主席侯茂丰出席活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良
子）记者今天从省禁毒办了解到，禁
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我省对举报
线索和组织开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累计发放奖金

2683万元。
据悉，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
及其他组织举报、查处、打击各类毒
品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推进禁毒三

年大会战，2016 年 12 月 5日，省政
府办公厅制定出台了相关办法，明
确了新奖励范围和对象，不但奖励
举报毒品违法犯罪有功的群众，还
奖励禁毒工作有功的单位和办案人

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
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大会战开展
以来，全省共对举报线索和组织开
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661个先进
单位、1143 名先进个人、5108 名举

报群众进行奖励，累计发放奖金
2683 万元。2017 年 6 月 26 日，省
委、省政府还隆重召开禁毒大会战
第一阶段总结表彰大会，表彰奖励
50个先进集体、100名先进个人。

举报毒品犯罪有奖励

我省累计发放奖金2683万元

我省举办戒毒场所开放日活动

戒毒人员展示技能介绍就业经验

“远离药物滥用和毒品”宣传活动进校园

远离毒品，从预防药物滥用开始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罗

霞）“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近
日，省食药监局、省教育厅、省禁毒委
员会办公室在海南大学联合启动“健
康人生·美好未来·远离药物滥用和
毒品”宣传进校园活动，将在全省各
类学校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远离药物

滥用和毒品”宣传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上，活动主办方向学生

派发了宣传资料，播放远离药物滥用
宣传片，相关人员现场向学生宣讲毒
品的危害。

专家们指出，预防青少年滥用
药物，要通过学生、家长及学校的

共同 努 力 ，才 能 达 到 良 好 的 效
果。学生要加强药物滥用预防知
识学习，谨慎交友，遇到困难或心
理压力及时向家长和老师求助。
家长要和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与
交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了解预
防药物滥用相关知识，合理用药；教

育孩子如何结交朋友，不接受陌生
人的物品；发现孩子性格和行为有
异常表现，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学
校要加强预防药物滥用教育，引导
学生排解压力，注意学生的心理健
康；发现学生行为举止异常，应及时
谈心交流了解情况。

两级法院公开宣判
16起毒品犯罪案件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卢音）“6·26”国际禁毒
日到来之际，今天上午，三亚市两级法
院联合召开毒品犯罪案件公开宣判大
会。现场共对16起案件20人分别进
行一审、二审宣判，判处有期徒刑1年
至15年不等刑罚，并依法没收非法所
得。据了解，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工
作开展以来，三亚市依法打击各类毒
品犯罪，共审理毒品犯罪案件848件，
判处被告人930人。

其中，在林某、王某堂、莫某海贩
卖毒品一案中，被告人林某，曾因犯贩
卖毒品罪于200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0个月，被告人王某堂，曾因吸食毒
品二次被行政拘留，被告人莫某海曾
因吸食毒品被强制隔离戒毒，2017年
7月28日3人均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
被逮捕。

根据该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判决被告人林
某、王某堂、莫某海犯贩卖毒品罪，3
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
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50000元。

秀英区法院
公开宣判6名罪犯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曾洁爽）今天上午，海口市秀英
区人民法院在海口市业里村举行“6·26”
禁毒日公开宣判大会，业里村群众及省
卫生学校学生参加此次活动。公判大会
上对一起贩卖毒品案件进行审理，并依
法对5件刑事案件，6名被告人进行公开
宣判，肖某梅等6名被告分别被判处一
年四个月至两年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肖某梅、吴某良
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非法运输、贩
卖含可待因成分的毒品94.97克（以药
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
量），其行为已构成运输、贩卖毒品罪，
遂以运输、贩卖毒品罪判处肖某梅有期
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以运输、贩
卖毒品罪判处吴某良有期徒刑一年四
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

截至今年6月，秀英区法院共受理各
类毒品犯罪刑事案件90件101人，同比
减少101件98人，分别下降52.88%和
49.25%，依法严惩毒品犯罪成效显著。

“孩子们，陌生人给的饮料等
饮品不要乱喝。”6月25日，海口市
美兰区海景学校的学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禁毒知识教育课。

为提高青少年防毒拒毒的意
识和能力，创建平安无毒校园，美
兰区海甸街道“海甸海岸线禁毒宣
讲团”进学校宣讲，以近年来发生
在学生身边的案例为题材，从禁毒
的基本知识、毒品的危害和毒品的
预防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阐述，让学生们了解毒品的
种类和基本常识，吸毒的危害性，
以及自我保护常识，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禁毒教育进课堂

海口

“人才磁场”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上接A01版
要在集团总部、二级企业依次轮岗，每4个月进行
一次考核。

“3年后将面临大考，一旦集团各部门或者下
属企业评价较低，管培生将会被淘汰。”谈起这套
用人制度，陈丰伟认为设置非常科学，需要自身持
续努力，不断提高业务能力。

“构筑好一个人才干事创业的好环境、好气
候，企业人才则聚而不散，事业兴旺。”海垦控股集
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邢帆表示，集团积极构建
符合市场规律的科学合理的绩效与薪酬管理办
法，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2017年集团出台了《总部员工绩效与薪酬管
理办法（修订）》，采取多种分配方式，拉开分配档
次，将员工薪酬福利待遇、绩效发放和个人业绩及
企业经营增长幅度挂钩，大力倡导市场竞争、效率
效益优先的人才使用观念。同时，鼓励下属企业
实行员工持股，搞活内部分配。

“此外，集团还建立管理人员容错纠错制
度，为人才干事创业保驾护航。强化对人才的
教育提醒，加大谈心谈话力度，坚持防微杜渐，
保证人才在干事创业过程中不偏离正确轨道。”
邢帆说。

人才是改革发展第一资源。通过一系列人才
体制机制的创新，海垦控股集团人才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2017
年，海垦控股集团扭转长期亏损的局面，实现整体
扭亏为盈。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上半年海口海关立案查办各类走私案件201宗
其中刑事立案51宗，案值8.83亿元

三亚千余名
旅游从业人员学俄语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上
午，由三亚市旅游委主办、三亚市旅游协会承办的
首期三亚市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实用俄语培训正式
开班。本届9期俄语培训共吸引了1350名涉旅
从业者参加，通过特聘外教方式，组织涉旅人员教
授实用旅游俄语、练习俄语发音等，推动国际语言
环境建设，提升国际服务水平，助力世界级滨海旅
游城市建设。

开班仪式上，来自三亚旅行社、酒店、景区
等各涉旅企业的学员与老师互动频频，通过学
习俄罗斯文化、俄语发音等方式，提升国际语言
交流能力，课堂教学效果良好。据悉，本届俄语
培训共9期，特邀外教授课，涉旅工作者学习该
市特编学习教材，通过观看PPT、现场互动等方
式，了解掌握具有三亚特色的实用旅游俄语，提
高标准俄语发音能力与语言交流能力，进一步
提升国际旅游服务水平，促进中外游客间的沟
通互动。

三亚市旅游委行业监管科相关负责人龙勤表
示，此次培训有助于开拓该市涉旅从业者国际视
野、服务国际旅游，提升城市国际化软实力水平。
下一步，三亚将通过面向社会组织开展外语竞赛、
完善英语角建设、提升国际语言标识系统等多种
形式，营造良好的国际语言学习氛围，推动城市国
际化水平提升。

洋浦举办
“世界海员日”活动

本报洋浦6月25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宣萍）今天是第八个“世
界海员日”。上午9时，洋浦海事局联
合海口海事法院洋浦派出法庭、洋浦
中学等单位，对正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小铲滩码头装卸作业的华融5轮货轮
进行慰问。此外，洋浦还举办了海员
摄影作品有奖征集活动，通过摄影作
品反映海员在船上工作、生活场景，让
大众了解海员这一略显神秘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