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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李登飞、陈意同志：

因你们连续旷工，其中：李登飞（3729251990****6910）自

2018年6月1日起至今；陈意（4306031990****0511）自2017

年9月6日起至今。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们本人或家属联系，你

们始终未返回单位，已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

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们：

1.限你们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口综合维修段人事劳

资科报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口综合维修段人事劳资

科报到，单位则依法与你们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
2018年11月1日

对上表所列的粤海铁3号关键设备按2018年坞工程单的
要求，对设备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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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
币；

2、投标人必须为设备制造商或其授权设备服务商（提供证
明或授权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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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保证在粤海铁3号进厂修理期间，根据船厂的工作修期
安排，完成修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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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至2018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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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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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人提问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9日17时30分

（北京时间为准）。
四、投标文件和保证金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9日8时30分

（北京时间）。
2、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

火车站四号楼309室
3、开标时间：2018年11月20日上午9:00（以北京时间为

准），时间如有改动，招标方另行通知。
4、开标地点：海口市铁路南港码头轮渡四楼会议室
5、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11月19日上午12:00

（北京时间），投标方需将投标保证金以
6、公告发布媒介：海南日报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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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项目名称
1、主、副机修理
2、浆、轴、舵、侧推修理
3、主配电板、监控系统、主机隔震修理

设备制造商
广州柴油机厂
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
中船重工第711研究所

配件供应
船方供
船方供
修理方供

预算金额/万元
63
106
118

周期/天
25
10
25

招标公告
我段决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粤海铁3号2018年坞修项目关键设备修理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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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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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海铁3号关键设备修理项目

公 告
由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屯昌县兴民小

区一期廉租房室外工程）、（屯昌县油画村一期工程A、B栋）、
（屯昌公路分局经济适用房A3栋工程）、（屯昌县昌顺花园经济
适用房项目），（屯昌县枫木镇枫木中心小学校区配套附属工
程）项目现已竣工。如以上项目还有未结清偿债务，请各位债
权人在本公告十五日内与我公司财务室联系，并带齐相关原始
依据到江西省南昌市建设路173号财务公司登记备案，以便完
清相关手续，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责任自负。

联系人：刘居志
电 话：15070803161

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3日

公司吸收合并通告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突出核心业务实施瘦身健体推

动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经合并双方公司股
东决定，同意由兰州倚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南钰泉
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合并双方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公司兰

州倚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请被合并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
内登记债权。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通告。

兰州倚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钰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3日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6日10时至2018年12月7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文森坡地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厂房、生产车间、仓库及设备。起拍价：250万元，保证金：25万元，
增价幅度：5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11月5
日至2018年12月5日止接受咨询，有意者请提前与本院联系统一安

排看样或自行前往看样。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
承担本标的物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
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对上述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
请于2018年12月6日前与本院联系。拍卖余款请在拍卖成交后七
个工作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付款方式：银行汇款至法院指定账
户（户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丘海支行，账号：1010853590000002）;竞买人在拍卖竞价
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委托法院发布的拍卖须知。标的物情况介绍摘
自 盛瑞美林所评报字（2018）0816 号评估报告,法院咨询电话：
0898-68650210 黄法官,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3日

关于拍卖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文森坡地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厂房、生产车间、仓库及设备的公告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南省军区机关大院老旧电缆改造工程。
二、项目概况：更换1#箱变至首长公寓楼总箱电缆，2#箱变至

27、28、29、53、54、55栋及师职楼电缆，3#箱变至30、31、32、56、57、
58栋楼电缆等内容。

三、谈判限价：882205.93元。
四、资质要求：（1）资质类别及等级要求：报名企业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2）企业信誉要求：2016年以来，无拖欠工人工资、投标弄虚作
假、串通投标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等问题。（3）企业财务要求：近三
年的财务报告为正值。（4）企业业绩要求：2016年以来在省内至少承
揽过三项200万（含）以上电力工程施工项目。

五、工期及质量要求（一）工期：30日历天（二）质量：合格
六、报名时间：有意者，请于2018年11月7日上午10时至11时，

持单位介绍信、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
印件），本单位基本情况（单位介绍、业绩、财务情况等），到海南省军
区机关办公楼五楼西侧会议室报名。

七、谈判单位确定：本工程以有限数量制方式确定投标单位，报
名截止时间后如满足要求的报名单位少于5家则继续延长报名时间
直至报名单位达5家；如满足要求的报名单位多于5家，则在纪检部
门的监督下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5家谈判单位。

八、保证金：通过抽签选取参加竞争性谈判的5家单位在2个工
作日内从本单位基本账户向海南省军区保障局账户支付投标保证金
5万元人民币，并在谈判前出示银行转账记录。

九、谈判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18年11月14日上午10时30分
（二）地点：海南省军区机关五楼西侧会议室
联 系 人：周助理 电话：0898-66571328 13389885121

海南省军区保障局
2018年11月2日

一、项目名称：海南省军区机关士官家属临时来队房整修工程
二、项目概况：楼梯走廊涂料翻新、铺贴踏步砖、更换电线及灯具；

房屋厨房卫生间更换给排水管道、重做防水、铺贴瓷砖、新做橱柜和吊
顶；室内更换门窗、重铺电线、铺贴地砖和涂料翻新等内容。

三、谈判限价：1023802.48元。
四、资质要求：（1）资质类别及等级要求：报名企业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2）企业信誉要
求：2016年以来，无拖欠工人工资、投标弄虚作假、串通投标及发生质
量、安全事故等问题。（3）企业财务要求：近三年的财务报告为正值。
（4）企业业绩要求：2016年以来在省内至少承揽过三项300万（含）以
上房屋建筑及装饰装修工程项目。

五、工期及质量要求：（一）工期：50日历天（二）质量：合格
六、报名时间：有意者，请于2018年11月6日上午10时至11时持

单位法人授权书、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
印件），本单位基本情况（单位介绍、业绩、财务情况等），到海南省军区
机关办公楼五楼西侧会议室报名。

七、谈判单位确定：本工程以有限数量制方式确定谈判单位，报名
截止时间后如满足要求的报名单位少于5家则继续延长报名时间直至
报名单位达5家；如满足要求的报名单位多于5家，在纪检部门的监督
下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5家谈判单位。

八、保证金：确定参加竞争性谈判的5家单位在抽签确定后2个工
作日内从本单位基本账户向海南省军区保障局账户支付投标保证金5
万元人民币，领取谈判文件，并在谈判前出示银行转账记录。

九、谈判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18年11月14日上午9时30分
（二）地点：海南省军区机关五楼西侧会议室
联 系 人：周助理 电话：0898-66571328 13389885121

海南省军区保障局
2018年11月2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佳肴美味，活动精彩，海南美食文化节人气火爆

共品特色长桌宴 体验别样黎族情

海南美食文化节现场的黎族特色长桌宴，引来众多市民游客品尝。

市民游客参与“挑战竹竿舞”互动。

黎族特色长桌宴上的黎族特色菜肴。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郭萃

品黎族美食，赏黎族歌舞。11月2
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盛宴在海口
名门广场举行。为了增加美食节的互
动性、趣味性和体验感，2018第三届海
南美食文化节，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特别
联手白沙罗帅天涯驿站团队，为市民游
客打造了原汁原味的黎族特色长桌宴。

“食物口感很有特色，非常好吃！”
“黎族阿妹的竹竿舞充分展现出了黎族
同胞的热情好客。”现场参与者赞扬道。

现场活动精彩纷呈

2日晚6时许，名门广场聚集了众
多热爱美食的市民游客。黎族特色长
桌宴活动伊始，精彩的互动游戏就调
动起了现场观众的积极性。

“凡是摇到前十名的观众都能获
得奖品。3、2、1，开始！”随着主持人口

令，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摇一摇，希望能
够摇到好运。

本次活动，主办方为现场观众准
备了白沙那吉跑马场骑马票、撸串大
会体验券、黎族特色长桌宴体验券、翁
之意本草饮料等丰富的奖品。

幸运观众郑女士得到一张骑马票
后非常高兴。郑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她从来没有去过白沙，也没有骑过
马，家人正好计划周末去市县游玩，

“可以借此机会去白沙逛逛，亲身体验
骑马这项运动。”

获得撸串大会体验券的小王则对
撸串大会充满兴趣，她表示自己平常
很喜欢吃烧烤，“撸串大会既有美食可
以品尝，又可以看川剧变脸表演，明天
一定要过来参加。”

感受长桌宴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的重头戏——黎族特色

长桌宴，在黎族歌曲《摸鱼歌》的音乐
声中拉开序幕。

竹筒饭、姜葱炒鸡、捞叶煎蛋、山兰
酒、鱼茶……一盘盘黎族特色美食被端
上桌，供市民品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长桌宴，这么长的一排桌子，这么多人
一起吃饭，还有很多没听说过的菜肴，
感觉很新鲜。”一位参加长桌宴的游客
说，在美食文化节中，他体验到了民族
风情，感受到了民族文化魅力。

长桌宴是黎族最隆重的礼仪和最
高级别的宴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长桌宴的桌子、酒杯、筷子等一般以竹
子制成。把长方形的桌子排成长列，
长长的桌上铺着绿油油的芭蕉叶，芭
蕉叶上盛着各种各样原汁原味的特色
美食，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席间觥
筹交错，歌声缭绕，无不散发出浓浓的
黎族饮食文化气息。

本次黎族风情长桌宴由白沙罗帅
天涯驿站团队精心打造。为了筹备这

次活动，该团队工作人员从凌晨开始
忙碌，精选了黎家美食构成了长桌宴
的美食菜单。

“以竹筒饭为例，昨天砍下新鲜竹
子，取中间部分劈成两半，将农家腌制猪
肉和大米用山泉水浸泡后放入其中，用
竹叶封起后架在炭火上，烤制四五个小
时后砍成一节一节，再把表皮削去才能
端上餐桌。”白沙罗帅天涯驿站团队总
经理助理贾春凤介绍道。

互动体验竹竿舞

在品味美食的同时，现场的竹竿
舞互动环节更是掀起一阵阵高潮。

黎族文化丰富多彩，其中竹竿舞
就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这原本是黎族
专门用来祭祀的舞蹈，如今，竹竿舞不
仅仅是一种娱乐性舞蹈，更是年轻的
黎族男女相互示爱的活动。伴随着富
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大家跳着竹竿舞，

喜庆而欢乐。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舞台上平行

摆开方木作垫架，垫架上横放若干根
长竹竿，两侧的持竿者双手各执一根
竹竿尾端，按照一定的节奏开合竹竿，
现场参与观众在竹竿之间跳跃。现场
气氛热烈，场面豪迈洒脱。

“有意思！竹竿舞看起来简单，跳
起来还真不容易呢！”参与者付欣笑着
说，她在竹竿舞中也感受到黎族同胞
的热情好客，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有美食，有美酒，还能上台参与
竹竿舞互动，这个晚上过得很充实！”
参与者吴先生说。

据了解，为了让大家充分体验夜
宵撸串的乐趣，11月3日晚，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还将携手国内知名餐饮
品牌廖记棒棒鸡推出“撸串大会”。
撸串大会期间，将开展川剧变脸、歌
舞表演、撸串比拼、微信摇红包等互
动活动。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五指山茶香四溢

舌尖上的“一抹绿”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柳莺

今天是第三届海南美食文化节活动举办
的第二天，各大美食展位门庭若市。在位于
舞台对面的五指山美食展位里，茶香四溢，五
指山参与此次美食节的企业共有12家，其中
5家主打的是茶产品。五指山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给予了茶树优越的生长条件，而近些
年政府的大力扶持，更是让茶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

11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第三届海南美食
文化节活动现场，走进五指山美食展馆，看着一
盒盒包装精美的茶产品，脑海里满是藏于山间
的一座座茶园。

“要看看茶叶吗？我们这里有苦丁茶、辣
木茶，还有各种红茶绿茶。”参展商的海南椰
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公
司已经成立10多年，是海南省生产茶产品的
老牌企业，现拥有高产苦丁茶园3000亩，五
指山水满香茶1000亩。“我们的采茶工作一
般都是在每年的三四月，那时的春茶最香
了！”该负责人说。

五指山海拔高、纬度低，热带雨林密布，
森林覆盖率达86.44%，光、热、水资源丰富；
年平均气温 22.4 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为
1690毫米，年平均日照为2000小时左右，素
享“天然氧吧”“南国夏宫”“海南绿肺”等美
誉。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给茶树提供了优
越的生长条件。

近年来，五指山市委、市政府立足产业基础
和自然条件，注重品种、品质、品牌建设，走出了
一条茶产业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成功路子，五
指山红、绿茶已成为五指山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2015年底，五指山市红茶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

“从五指山当前的美食产品来讲，茶叶是获
得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泡出来的茶口感都很
不错，形成了较好的口碑。”谈到茶叶，五指山美
食展馆的负责人自豪地告诉记者，目前五指山
市的茶叶种植面积达到5000多亩，产量已经形
成一定的规模。

除了各种茶叶，记者在五指山美食展馆
里看到，有一些药草也可以用来泡茶，忧遁草
就是其中之一。忧遁草是一种纯天然，无毒
无公害的野菜，分布在广东、云南、海南、广
西、福建等地，因其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
质、维生素、氨基酸等，所以也是一种新兴的
保健产品。

“忧遁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可以泡茶，可
以入药，还可以做成酵素。”海南禄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骆禄清说，该公司这次带来
了忧遁草、铁皮石斛、猫须草、野生灵芝等多个
原生态农产品。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