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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招标范围：
（1）粤海铁3号2018年坞修服务；详细技术参数见招标文件。
（2）地理位置要求：由于招标人考虑船舶海上航行风险和往返燃

油费用，船厂地理位置限于海南、广东、广西地区的船舶修造企业。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法人(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范围需有海船修理或建造）；注
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人民币；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最近
一个年度企业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复印件）。

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至少三个月
的社保缴费记录复印件）；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提供声明函）；

5、投标人具备相应的修理能力，拥有自备泊位、不少于220
米干船坞、修理场所、通海航道水深、最小净空高度等满足标的船
舶安全进出、停泊。（提供承诺函）；

6、投标人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在本项目同时参加投标，也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禁止转包或分包（提供承诺函）；

7、购买招标文件并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转账凭证及开户许

可证）；
8、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发售标书时间：2018年 10 月 22 日至2018年 10 月 26

日，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7:30（以北京时间为准）；
2、招标方通过互联网邮箱形式，将招标文件发送至投标人的

指定邮箱；
3、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伍万元整；
4、投标方账号：本次招标所有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形式进行

交款，个人账户交款，招标方则视为无效款。
名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T2E3G1T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四号楼309室
电话：0898-31684853
开户银行：工行海口秀英支行
银行账号：2201021209255566668
四、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四号楼309室
联 系 人：吴先生
联系方式：13907628977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2018年10月19日

项目名称

“ 粤 海 铁 3 号 ”
2018年坞修

简介

主尺度：总长：188米，宽：23米，
型深：9.3米 ，船舶吃水5.6米。

主要技术规格

机电设备、船体修理等。详见《粤
海铁3号2018年坞修工程单 》

预算金额/万元

600

修理周期/天

30

招标公告
我段决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粤海铁3号2018年坞修项目施工单位。项目业主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海南铁路有限公

司海口机辆轮渡段。（项目编号：海铁机招字[2018]005号），欢迎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参加本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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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 （主持人：陶一桃）
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 王雨辰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和“压力试验”
……………………………………………………………… 张兆安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时代区域发展前景
……………………………………………………………… 胡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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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生
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 陶一桃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专题

（主持人：李世杰）
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 刘恩专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时代背景、深远意义与推进路径
………………………………………………………吴士存，蔡振伟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海南总部经济发展研究
………………………………………………………唐建荣，陈 波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下的海南港口物流竞争力比较研究
——基于因子分析法……………………………… 杨跃辉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海南共享农庄建设的系统结构与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探讨
………………………………………………陈 才，杨春淮
共享农庄:海南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叶剑平，王 洁
海南国际旅游岛研究
新业态视角下海南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 何 彪，谢灯明，蔡江莹
海南岛农业政策变迁研究（1939年～1945年）
……………………………………………………… 赵从胜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安船）酌献科》与“下南”航线闽境地名及妈祖信仰考释
……………………………………………………… 王元林
对美国海岸警卫队战略重心变动的研究与分析
——基于2010~2019年财务数据
…………………………………… 刘大海，连晨超，刘芳明

关于G98高速公路K276+612和
K277+142通道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

因G98环岛高速崖城段K276+612和K277+142两处通道左幅
均出现板梁断裂等病害问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现对该两处通道
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2018年10月19日至2018年10月31日，封闭G98高速崖城段
K276+612和K277+142两处通道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行车道
（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左侧车道）可正常通行。

请途经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按现场交通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10月15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 年

10月26日（00:00－06:00）对VOLTE系统进行

优化。届时，VOLTE手机用户通信业务使用将受

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根据（海府[2010]105号）征地通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

秀英区长流镇新民、田罗、式金、博抚、文丽、堂善、博生、道盖、长流
社区9个村集体土地作为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项目建设用地。

现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项目已征收土地范围内，位于长滨
南九路南侧靠海口辰智置业有限公司（文丽村地段），该地块即将
进场施工，凡在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墓均需搬迁，请尚未搬迁坟
墓的坟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到长流镇人民政府办理迁
坟登记手续，逾期当无坟主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王先生：13807577201

陈先生：13698976049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19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根据（海府[2013]65号）征地通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

秀英区长流镇联昌、棠甘、昌明、博抚、道盖、博生、传桂、琼华等经
济社3543.54亩集体土地作为五源河文体中心项目建设用地。
五源河文体中心项目已征收土地范围内，位于长秀大道南侧，拟
建临时停车场。

现五源河文体中心临时停车场项目已进场施工，凡在项目用
地范围内的坟墓均需搬迁，请尚未搬迁坟墓的坟主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7天内，到长流镇人民政府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当无
坟主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王先生：13807577201

陈先生：13698976049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19日

关于《琼海·官塘协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官塘协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北至长

岭片区控规边界，西以现状村道为界，南以X350县道为界，东至官塘
分区规划边界。规划范围面积为17.23平方公里。为了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
个工作日（10月 19日至 11月 29 日）。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
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
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
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18日

海南2018首届慈善之心
公益拍卖会拍卖公告
现定于2018年10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海口丽

思卡尔顿酒店举办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特别策
划-金种子贫困地区艺术教育扶贫计划暨海南2018首届
慈善之心公益拍卖会。全部拍品水彩画作品20幅均由张
炜女士创作、捐赠，欢迎爱心人士光临现场！

主办单位：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协办单位：中狮联海南代表处和平服务队

海南张炜艺术工作室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博鳌•椰风海岸
2、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3、工期：90日历天
4、概况：建筑面积约9万平米总包结算审核
二、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乙级以上资质企业
三、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0月24日
2、报名地点：琼海市博鳌镇椰风海岸业主之家三楼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13807586558

海南海翼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8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10HN0085

受委托，按现状整体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人民公园两株降香
黄檀（花梨树）原木 ，挂牌价为515.2万元。详见网站公告和《资
产评估报告书》。

公告期：2018年10月19日至2018年11月1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
www.e- 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
ggzy.hi.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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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吴先
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 10月18日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之年，对
于扎根海南13年的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以下简称环岛赛）而言，
国家重大政策频频青睐海南体育、旅
游等领域，这无疑也是环岛赛发展的
新机遇。

2018年环岛赛将于10月 23日
在儋州开赛。海南环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华表示，海
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体育旅游发展优势
资源，当前包括环岛赛、海帆赛等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南体育赛事蓬勃
发展，将大力促进体育、旅游、文化等
多产业融合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成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新名片。

对标国际
环岛赛越办越有国际范

2006年，首届环岛赛为洲际2.2
级；2008 年，环岛赛首次经行海南
全省；2009年，环岛赛升格为亚洲
顶级的2.HC级洲际赛事；2016年，
环岛赛首次尝试“境内+境外”全
程直播……环岛赛不断升级发展，
如今已成为仅次于环法国、环意大
利、环西班牙等世界职业巡回赛的
国际赛事。

环岛赛对接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
国际标准，从赛程赛制、裁判队伍、组
织管理等各个层面，均以环法国等百
年赛事为标杆，越办越有国际范。

据了解，除国际自盟委派的裁判
长外，2018年环岛赛还额外邀请了2
名知名国际裁判执裁，增加赛事权威
性。在竞赛器材、道路安保、医疗保

障、食品卫生、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环
岛赛也提供了国际高水平的组织和服
务，力争方方面面都能与国际接轨。

今年在补给区设置垃圾处理区，
同时在规则上对选手乱扔垃圾行为也
设置了处罚措施，进一步增强环保理
念，也展示环岛赛顶级大赛的风采。

产业融合发展
让体育旅游释放魅力

用赛事带动旅游，用旅游促进赛
事。环岛赛经过多年实践，已经让“骑
行+旅游”成为开放式、全域性的海南
休闲体育旅游新产品。

今年环岛赛期间，包括“山海骑缘
千人百公里骑游挑战赛”、皇后乐队惠
民演出、儿童滑步车体验、美食节等嘉
年华活动将轮番上演。环岛赛荣誉骑
行拉近了专业赛事与大众的距离，这
些举措均展示出环岛赛探索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的新思路。近几年，在环岛
赛带动下，自行车运动在海南发展如
火如荼，几乎所有市县都成立了自行
车协会和俱乐部，活跃的骑行爱好者
数量已超过20万人，更有无数岛外骑
行爱好者不远千里来海南，感受海南
骑行的魅力。

在环岛赛效应带动下，“岛内群
众骑起来，岛外游客骑进来，赛事景
区串起来，骑游产品卖起来”的赛事
与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以骑游为特色的海南体育旅游新业
态，必将进一步拓展海南旅游消费
空间，为海南旅游增加新的活力和
吸引力。

见证海南成长
环岛赛开启新征程

在前几年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进程中，环岛赛不仅是见证者和受益

者，更是推动者。
如今，环岛赛正在成为国内持续

开展全球直播最长的职业自行车
赛。据了解，2018年的环岛赛，将在
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直播，传播范
围覆盖全球五大洲，超过6亿家庭用
户可实时关注环岛赛。通过全球直
播，海南优美的自然风光、特色鲜明
且开放包容的人文风情，特别是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取得的建设
成就，将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在世
界眼前，这对宣传海南、推广海南具
有重要意义。

环岛赛已经成为海南向世界展
示自己形象的重要窗口，特别是海南
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下，
环岛赛无疑将助力海南进一步提升
国际化进程。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通讯员 陈媛媛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2018年环岛赛10月23日儋州开赛

扎根13年，环岛赛助力海南国际化

新华社横滨10月18日电（记者
韦骅 严蕾）2018年女排世锦赛半决
赛19日开打，在18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表示外
界批评的声音不会影响队员的发挥。

在接连战胜美国与荷兰队后，中
国队以H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四强，将
在半决赛对阵意大利队。虽然本次世
锦赛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表现不错，但
也有人认为队内部分球员在关键场次
发挥并不稳定。对于外界的批评，郎
平认为球队不会在意这样的声音。

郎平说：“不会受影响，如果都受影

响大家就别打球了。不同声音有很多，
打得不好的时候要鼓励，好的时候也
不要都表扬。我们每场球有优点有不
足，其实包括赢了球也有很多要总结。”

“不是说这一年就靠这一次比赛
了，还要着眼于东京。为什么说不让
球，因为这些都是强手，跟谁打都很困
难，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我们要有这
个指导思想。”郎平说。

意大利队曾在第一阶段3：1战胜
中国队，对于再次交锋，郎平说：“比赛
走到今天挺长的了，觉得中国队表现
不错，一直在努力学习和提高，还是有
进步的。四强中每支球队都很优秀，
意大利队进步很快，我们努力发挥最
好的水平，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

意大利队主教练马赞蒂表示非常
期待与中国队的交手，他说：“很高兴
成为四强之一，球队状态很好，体能储
备也不错，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奥运冠
军的较量了，很高兴再次和我尊敬的
郎平教练交手。”

此外，马赞蒂并不觉得前一场与中
国队的比赛能说明什么，“和中国比赛
很兴奋，不觉得有压力或者优势，尽全
力打好这场比赛，细节将决定成败”。

女排世锦赛半决赛今天开打

郎平：外界声音不会影响队员

女排世锦赛比赛预告

中国VS意大利

（19日14时50分 央视5套直播）

2018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四川落幕

万宁队喜获4金7银3铜
本报万城10月1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陈燕清）10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
获悉，2018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日前在四川落
幕，万宁市武术之乡代表队喜获4金7银3铜。

比赛中，万宁市万城镇选手任少良获得男子
组东山拳一等奖，后安镇选手陈亚强获得男子老年
组桩头功一等奖，后安镇选手翁海县获得男子中年
组猛虎下山拳一等奖，和乐镇选手谢梅花获得女子
组太极养生扇一等奖。7枚银奖中，代表队年龄最
小的潘振鹏在大赛中发挥出色，一人斩获男子组少
林拳二等奖与达摩杖二等奖两个奖项。

据了解，“星盟杯”2018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
10月13日在四川阆中举行，共吸引全国21个省
区市110余支队伍近900人参赛，参赛者中最大
年龄75岁，最小年龄仅7岁。

王霜斩获个人欧冠首球
据新华社巴黎10月18日电（记者苏斌）说

起一天前在欧冠联赛里攻入的个人首粒进球，效
力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女足的中国球员王霜认
为，进球很幸运，也提升了她的自信心，但还需要
时间更加努力地去适应球队。

17日进行的欧冠女足16强战首回合中，巴
黎圣日耳曼客场以2：0击败瑞典林雪平队。第
80分钟，王霜禁区外得球后劲射，球打在对方球
员身上折射入网，门将对此无能为力。这是王霜
加盟“大巴黎”后攻入的欧冠首粒进球。

“那个球进得挺幸运的，也充分说明我需要在
场上更加自信，敢于多去尝试射门，这样才能有更
多机会。”王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肯尼亚奥委会主席凯诺
涉嫌贪污已被逮捕

据新华社内罗毕10月18日电 据外媒消息，
肯尼亚奥委会主席基普乔盖·凯诺18日向警方自
首并被逮捕，他和其他6名肯尼亚前奥委会官员
及政府官员，被控涉嫌贪污超过50万美元。

凯诺被誉为“肯尼亚中长跑之父”，曾在1968
年为肯尼亚夺得历史上第一块奥运金牌，1999年
起一直担任肯尼亚奥委会主席。此次他被控贪污
和挪用肯尼亚政府为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拨
付给肯尼亚运动员500多万美元经费中的一部分。

同时面临指控的其余6人还包括肯尼亚前体
育部长哈桑·瓦里奥等人，目前和凯诺一同到案的
瓦里奥和另两名前体育部官员将于19日出庭。

女排世锦赛

10月18日，2018-2019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联赛）新闻发布会
在京举行。中国篮协主席、CBA公司董事长姚明宣布新赛季将于10月21日
打响。图为姚明（中）与嘉宾一起用托举篮球姿势启动新赛季。 新华社发

新赛季CBA10月21日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