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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B05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1HN009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1、琼AEV765大众途观越野
车，挂牌价：37876元；2、琼AQ5809广本锋范小轿车,挂牌价：
18015元。公告期为：2018年11月7日至2018年11月20日。
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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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3038 吴先生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1月7日

2018年“冬交会”三亚展馆设计方案
评选结果公示

为做好2018年“冬交会”三亚展馆设计方案评选工作，三亚
市农业局委托海南博岳招投标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日
进行专家评选，现对中选方案公示如下：

中选方案：海南宇华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设计的第三套
方案。

总报价：385712.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捌万伍仟柒佰壹拾
贰元整）

公示时间：2018年11月7日—9日。
监督电话：88272632、88272023。

三亚市农业局
2018年11月6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 11月14日

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进行升级优化。优化期间，

对部分用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暂影响（约5分钟），届时重启

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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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7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海口市滨江新城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803、1804局部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海口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8〕529号）精神，我委拟对滨
江佳苑项目涉及的1803、1804局部地块规划指标进行相应修改。为
广泛征求市民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
公示。一、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8年11月7日至12月18日）。
二、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三、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
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
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7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美苑路延长线项目
20米规划支路调整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避免拆迁绿管所办公楼、宿舍及配电房等，保持绿管所用地的

规整，同时避免道路调整占用其它建设用地，根据海口市政府批示意
见,拟对南渡江西岸片区B0304-1、B0304-2、B0308地块进行规划
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
修改方案进行公示。一、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11月7日至
11月27日）。二、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 haik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邮
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7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QL8-10-2部分地块规划控制
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11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QL8-10-2部分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7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购书》的通知
尊敬的王亚杰先生：

您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581的《碧海蓝天
认购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1号碧海蓝
天项目4号楼703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令”政策
规定的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手续，
我司对此深表遗憾。

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起立即解除
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581的《碧海蓝天认购书》，碧海蓝天项目4
号楼703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将由我司无
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或立即书面
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司尽快给您办理
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时退款的一切责任
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购书》的通知
尊敬的玄校潭女士：

您于2018年8月24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559的《碧海蓝天认
购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1号碧海蓝天
项目3号楼207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令”政策规定
的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手续，我司
对此深表遗憾。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
起立即解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559的《碧海蓝天认购书》，碧海
蓝天项目3号楼207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
将由我司无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或
立即书面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司尽快给
您办理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时退款的一
切责任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购书》的通知
尊敬的杨朔女士：

您于2018年2月2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251的《碧海蓝天认购
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1号碧海蓝天项
目4号楼1603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令”政策规定
的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手续，我司
对此深表遗憾。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
起立即解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251的《碧海蓝天认购书》，碧海
蓝天项目4号楼1603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
将由我司无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或
立即书面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司尽快给
您办理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时退款的一
切责任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员工离职体检通知
赵南英（女）、李诗松、王飞、曾鸿、符永、李娟娟（女）、符慧娜、

王建民、林华、李文旭、叶雪蓉（女）、陈泽鹏、严居域、刘元东、梁定
伟、符策鸿、杨帅、韩月定、钟山、林朝蕾（女）、马振宇、韦岩、张颜
（女）、刘书信、李自兴：

您在离岗前未按照规定参加离岗职业健康检查，请您自本通
知公告之日起一星期内尽快到海口方卓体检门诊部（海口市长堤
路7号长堤春晓二楼）参加离岗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健康检查费用
由我公司承担。

如您未在上述期限内按照公司要求参加离岗职业健康检查，
将视为您放弃离岗职业体检，并视为您在本公司工作期间您未受
到任何职业伤害，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您本人承担。

特此通知。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2018年11月7日

关于五指山连接线桥面径流系统
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五指山连接线桥面径流系统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
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需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
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8年11月8日至2018年12月23日；
二、管制路段：五指山连接线LK2+680至LK20+600左右幅；
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要求，为确保施工安全，对管制路段采

取封闭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制。
届时途径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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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路局
2018年11月2日

公告
各债权人、施工劳务队、劳务工人：

我公司承建的金沙湾项目一期奥海路以南清表项目现已竣工
验收并进行结算，为了保障本项目各债权人、施工劳务队、劳务工人
的合法权益，我公司即日起以张贴告示进行公告，申报人需在本公
告之日起十天之内，到我公司工程部核对债权债务（地址：广西南宁
市民族大道141号中鼎万象东方D座12楼）。核对时需提交真实
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原件（合同、结算依据等相关结算资料），申报
人对提交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提供的书面证明材料为虚假材
料的，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申报人未在本公告写明的期限内进行
申报的，则逾期未申报所造成的后果，均由其自己承担。特此公告！

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联系部门：工程部 联系电话：0771-5872770
联系人：何经理 联系电话：18778717498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
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三亚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1-3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
103409.9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3345.78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8年9月7日，三亚市人民
政府出具了《关于三亚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1-3地块103409.88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此为原西安80坐标系面
积)，说明控规B-1-3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
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天涯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
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
工。根据三亚市规划委员会（原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乡村函〔2017〕191号文件，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1-3地块概况及规划
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规定，鉴于槟榔河
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1-3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
且用地规划性质为娱乐用地（用地代码：B31），拟规划建设红色文化旅
游项目。经与我市有关产业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开会研究认
定：该宗地属文化体育产业中的娱乐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
为45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20万
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该地
块产业发展规划布局，该宗地拟建设红色旅游大型实景演艺项目，竞买
人或其关联企业应具有开发及运营不少于五台大型红色旅游实景演艺
剧目的丰富经验，且至少具有一台总观演人数超过500万人次的大型
实景演艺剧目。同时，该宗地竞买人须提供红色旅游实景演艺项目的
整体实施方案。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
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
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
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12676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

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8年11月7日至2018年12月5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
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
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
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5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后，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8年12月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
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
为：2018年11月27日09时00分至2018年12月7日10时30分。（五）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
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
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6日

控规编号

B-1-3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03409.98
103409.98

用地规划
性质

娱乐用地（用地代码：B31）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0.55

/

建筑高度（m）
≤10（局部29米）

/

建筑密度（%）
≤30
/

绿地率（%）
≥40
/

评估单价
（元/m2）
2043
/

评估总价
（万元）

21126.6589
21126.6589

规划指标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

号令）、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基
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本次挂牌出让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3-7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66057.92平方米（海南平
面坐标系面积66016.87平方米），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兼餐饮用地（B11/B13），零售商业用地与餐饮用地各占50%。因此，该宗地
中零售商业用地部分面积为33028.9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3008.4350平方米）；餐饮用地部分面积为33028.9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
积33008.4350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8年9月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三亚槟榔河国际乡村文
化旅游区控规B-3-7地块66057.34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此为原西安80坐标系面积)，说明控规B-3-7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
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
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天涯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
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根据三亚市规划委员会（原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乡
村函〔2017〕191号文件，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3-7地块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规定，鉴于槟榔河国际
乡村文化旅游区控规B-3-7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规划用
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兼餐饮用地（用地代码：B11/B13），拟规划建设红
色文化旅游项目中的商服配套。经与我市有关产业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
职能部门开会研究认定：鉴于文化体育产业中没有零售商业用地和餐饮用
地，因此该宗地中零售商业用地部分属旅游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因此
该部分用地的投资强度指标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500万元/
亩，年度税收指标为15万元/亩；该宗地中餐饮用地部分属旅游产业中的
餐饮用地，因此该部分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
5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15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二、
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
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该地块产业发展规划布
局，该宗地拟建设红色旅游大型实景演艺的配套商业设施项目，竞买人或
其关联企业应具有不少于3个成功开发及运营大型实景演艺配套商业设
施项目的丰富经验。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
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
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
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
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
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5062万元整

（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
买人资质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8年11月7日至2018年12月
5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
《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
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8年12月5日17时
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
地挂牌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09时00分至2018年12月7日16时
30分。（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
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
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6日

控规编号

B-3-7

合计

土地面积
（m2）

33028.96
33028.96
66057.92

用地规划
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餐饮用地（用地代码：B13）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0.55
/

建筑高度（m）

≤12（局部15米）

/

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

≥30
/

评估单价
（元/m2）
3984
3616
/

评估总价（万
元）

13158.7377
11943.2719
25102.0096

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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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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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