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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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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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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
酸酯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相关规定，现进行第
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一、建设项目情况：项目名称：海南华盛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一
期）。建设性质：新建。工程内容及规模：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一期）拟新建2套生
产装置，以及配套的储运、水、电、气等公用工程及辅助生产设施，
其中，生产装置包括1套22.4万吨/年的碳酸二苯酯装置、1套26万
吨/年的聚碳酸酯装置。碳酸二苯酯引进美国先进的非光气酯交
换法工艺，聚碳酸酯引进德国先进的非光气熔融酯交换法技术。
拟建项目原料包括双酚A、碳酸二甲酯、苯酚，燃料为天然气，均为
外购；项目的产品除26.0万吨/年聚碳酸酯外，还有苯甲醚、甲醇、
异丙醇，产品全部外售。建设地点：海南省东方市工业园区。二、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1）大气环境影响：拟建项目排
放的大气污染物在环境敏感点处的贡献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2）水环境影响：拟建项目产
生的废水经厂区内污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全部排至东方市园区
污水处理场统一处置。（3）固废影响：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委托
环卫部门处理，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对环境基本
无影响。（4）噪声影响：主要是施工机械产生的机械噪声、运营期生
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预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
达标；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5）环境风险：项目所涉及
的危险物料主要为碳酸二甲酯、甲醇、苯酚、苯甲醚和天然气、异丙
醇，主要属于易燃液体，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事故为生产装置或者
储罐泄漏、火灾爆炸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果表
明上述物质在厂界外未出现半致死浓度，项目风险值远低于行业
水平，项目环境风险可接受。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
策和措施：（1）废气：采用低硫燃料和高效低NOx燃烧火嘴；工艺
废气全部送往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理，同时焚烧炉采用天然气作为
燃料。采用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简称LDAR技术），加强生产、输
送和储存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监测和监管；储罐、装桶站以
及污水预处理厂收集废气送往焚烧炉焚烧处理。（2）排水系统按照

“清污分流”的原则，生活污水、生产污水、循环水排污水、净水站排
污水、脱盐水站排污水、余热锅炉排污水以及厂区内初期雨水分别
重力排入厂区内污水预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处理达到入网标准后
排入东方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场工业废水系列进行处理。（3）废液
废固：项目产生的废液进焚烧炉焚烧处理，焚烧炉炉渣和焚烧炉除

尘器产生的飞灰等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坚持“源头控制、末端防治、污染监控、应
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即采取主动控制和被动控制相结合的措
施；主动防渗措施，即源头上的控制措施；被动防渗措施，即末端控
制措施。运营期地下水的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是污染监控和污染应
急治理措施。（5）采用低噪声设备消除噪声影响。（6）工程采取针对
性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建立了合理的应急设备配置
方案、区域应急联动机制、撤离方案及应急预案，可有效降低突发
环境事故风险的影响。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海南华盛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一期）拟建于海
南省东方市工业园区内，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地方的发展规
划、行业规划以及相关环境保护规划等；工程采用了国际先进、绿
色环保的工艺技术，满足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原则和要
求；项目采取了完善的污染治理措施，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最
大程度降低项目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可维持评价范围内的环
境质量功能目标要求；项目建立了各类风险防治措施和应急预案，
可有效控制各类风险事故的发生。总之，该项目在严格执行“三同
时”制度，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治措施
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是完全可行的。五、公示期限：自
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任何关心本工程建设的单位、组织和个
人均可在网站( http://dongfang.hainan.gov.cn/)下载环境影响
报告书简本，也可按第七条中的联系方式，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
电话等方式向评价单位索取环评报告简本。六、征求公众意见的
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本工程沿线区域受
影响和关注本工程建设的单位、组织和个人。主要事项：1.您对本
工程建设内容的了解程度；2.您认为本工程建设对环境主要产生哪
些影响？3.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您对本工程建设的态度；4.您对
本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和建议；5.您对本工程的其他意
见和建议。注：反馈意见或建议时请您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
式。七、相关部门及单位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海南华盛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府南路15巷尾；联
系 人 ：高 杨 军 邮 箱 ：baiyang762@qq.com 电 话 ：0898-
25691265；评价单位：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通讯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28号院1号楼北科创业大厦10层；邮编：
100012 联系人：张女士 邮箱：coeseia@126.com；电话：010-
51262112-821 传真：010-84928383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
聚碳酸酯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5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

大厅依法公开拍卖：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白沙生姜加工
及综合利用项目租赁权（33916.42m2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建筑
面积 8204.14m2房屋建筑物及附属设备），竞买保证金 30 万
元。说明：1、参与竞买企业考虑解决当地农林产品加工、销售的
企业优先；2、须具备生产经营相应资质并依法经营的企业；3、须
具备农林产品加工经营范围的企业。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
号：11008495530501。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2月
4日止。报名时间：2018 年12月3日至12月4日17:00止（以保
证金到帐为准）。报名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
Ｄ19栋三层。有关以上标的物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手册》，有意
竞买者请向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联系电话：
（0898）32855875 18689970209 张女士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
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Ｄ19栋三层

金鹿集团公告
现将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暨持股会会员大

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8年11月23日下午3点；二、会议地点：金

鹿大厦八楼；三、审议议题：《原金鹿公司及原海南机械厂职工分
流安置费分配方案》《公司议事规则》《公司激励方案》《公司董事
长工资薪酬议案》《关于金鹿花园三期（D06-3地块）项目融资贷
款议案》《关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关于解除代持股关系，
转为实名股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注销公
司冷作厂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叉车厂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
金属结构厂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压力容器制造厂的议案》。
四、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工会名下持股员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管人员。特此公告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8日

洋浦原1、2路燃油公交车拍卖公告
受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海洋局委托，定于2018年11月 16

日10:00对洋浦经济开发区原1、2路燃油公交车共27辆进行公开拍卖
（详见拍卖清单）。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00元/辆，整体拍卖优先；若
无整体拍卖，则单辆拍卖。展示时间：2018年11月08 日至 11月 15
日止；展示地点：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院内；报名时
间：2018年11月15日8：30-17：00；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
澳申亚大厦25楼；拍卖地点：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政务中心3楼会议
室。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发
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 15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名：海南
鼎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
461600100018010083870。并持有效证件及复印件到报名地点办理
竞买手续。联系电话：0898-68585002 13876683321；网址：http:
//www.yangpu.gov.cn；http://www.dinghepm.com。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8〕30号

王扬三不慎遗失金江国用（1991）字第 324号、金江国用
（1995）字第9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登记座落分别为金
江镇江南长堤三甲行5栋、金江镇江南长堤中堤新风中路，登记
面积分别为 79.80 平方米、117.60 平方米,该土地权利人已于

2018年5月5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向我局
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王扬三名
下金江国用（1991）字第324号、金江国用（1995）字第912号土
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
面材料送达我局地籍岗（电话：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
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证，原证作废。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日

儋州市怡心花园商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7日上午10时在儋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怡心花园迎宾大道D15栋沿街商铺二楼）公开
拍卖：

儋州市那大镇北部湾大道（那东公路）怡心花园2间临街商
业铺面，总面积1282.52m2，商铺编号详见《评估报告》。本次以
整体拍卖,参考价：14041386.00元，竞买保证金8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2月6日止；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2月6日下午17时止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指定账户：
开户名：儋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开户行：建行儋州支行营业部。
账号：46001006236053007052—0013
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报名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以

下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18876782258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电话：0898-68555982 18508955059 15607579889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
电话：0898-66758510 13647547066 13322006990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3325717

海供新洲广场及海供新洲江苑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比选公告
一、项目概况：海供新洲广场及海供新洲江苑项目，项目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新大洲大道南侧，总占地面积23553.29平方米。其中1901号地块
面积为6398.91平方米，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7）第0058891号；
1902号地块面积为17154.38平方米，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7）第
0058890号。招标范围：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二、资质要求及报名条
件：1、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应当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进行告知性备案，并且包含建筑专业的工程咨询备案
信息（需提供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信息复印件并加盖
公章）。2、有意向的投标人请于2018年11月8日至13日，上午8：
30—12：00；下午15：00—17：30（节假日除外），携带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
托人的身份证前往海口市金龙路22号深发展大厦2428室报名，领取
比选文件。联系人：吴敦能；联系电话：18789155792。

海南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海南省东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合作社注销的公告

以下28户合作社长期不从事经营活动，向本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于见报日起45天内到相关合作社办理清算事宜。东
方市大新利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469007NA000358X；东方
市四更镇创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469007NA000342X；东方市
陶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469007NA000237X；东方市和中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469007NA000236X；东方润东种养农民专
业合作社469007NA000675X；东方呈银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674X；东方市茂财科技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84X；东方市永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220X；东方市四更镇保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397X；东方板桥镇虹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873X；东方市板桥镇诚信绿色瓜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469007NA000317X；东方市共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410X；海南东方市四更镇振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407X；东 方 三 发 种 养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469007NA000921X；东方市天恩鲜食玉米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89X；东方市华兴种养殖农业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228X；东 方 仲 美 养 殖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469007NA000869X；东 方 市 兴 农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469007NA000032X；东方市红草合兴香蕉芒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367X；东方市保发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58X；东方市康能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73X；东方市日江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76X；东方市大坡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47X；东方市华海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097X；东方市王氏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074X；东方市忠诚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00X；东方市青山官田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076X；东方市三家科智冬瓜农民专业合作社
469007NA000151X。

本报讯 11月7日晚，2018年中
超联赛第29轮同时在中国八个地方
开始比赛。在上海体育场，上海上港
队以2∶1战胜北京人和队，提前一轮
获得2018年中超联赛冠军。这是上
海上港队首次问鼎中超联赛冠军。

本场比赛，上港队员武磊打入一
粒进球，他的联赛进球数达到27粒，
打破了李金羽保持的本土球员单赛季
进球纪录。

上半场第19分钟上港外援艾哈迈
多夫禁区外射门首开纪录。下半场第
46分钟，上港多名队员配合，武磊巧打
球门左侧死角得分，打进个人本季中超

第27球。第64分钟，人和队外援迪奥
普接后场长传，禁区内怒射追上一分。
最终上港主场2∶1获胜，29战积68分，
提前一轮获得2018年中超联赛冠军。

七冠王广州恒大队客场以0∶2不敌
重庆斯威队，八连冠梦碎。不过，此轮输
球并不妨碍恒大获得亚军。山东鲁能主
场3∶2击败江苏苏宁，提前一轮锁定季军。

保级一端争夺激烈，本轮比赛过
后，天津泰达、重庆斯威、长春亚泰、
大连一方等4队同积32分，天津权
健积33分，贵州恒丰已提前降级，而
另一支降级球队要到最后一轮打完
才能揭晓。 （小新）

中超第29轮战报

上海上港首夺中超联赛冠军
武磊以27球打破本土球员单赛季进球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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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在欧冠
小组赛C组第四轮比赛中，利物浦客
场 0：2 输给弱旅贝尔格莱德红星，爆
出当日欧冠赛事的最大冷门。爆冷输
球的利物浦不仅让出榜首位置，原本
很有利的出线形势也急转而下，甚至
可以说站在了悬崖边。

C组是公认的“死亡之组”，主要是
因为利物浦、巴黎圣日耳曼和那不勒斯

三支球队实力相近，贝尔格莱德红星
其实被视为陪太子读书的角色。现
在，利物浦输球后，红星在理论上也加
入争夺出线权的行列，“死亡”气息更
浓了。本轮之前，利物浦是形势最乐
观的球队，他们积6分领跑，本轮对阵
实力最弱的红星，所有人都认为这是
手拿把攥的一场胜利。如果利物浦如
愿拿到3分，积分将达到9分，加上那不
勒斯和大巴黎战平的局面，利物浦出线
形势将一片光明。但意料之外的一场

失利，让利物浦的大好局面成为泡影。
本轮过后，那不勒斯积 6 分排名

第一，利物浦同分居第二，大巴黎5分
第三，红星积 4 分垫底。积分差距微
弱，看似每支队的出线机会差不了太
多，其实不然。贝尔格莱德红星虽然
意外收获3分，但从实力上看还是“送
分童子”，如无意外，那不勒斯和大巴
黎应该可以从红星身上拿到3分。对
利物浦不利的是，他们已经和红星交
手两次，剩余两场要与两个主要竞争

对手死磕，下一轮是在客场战大巴黎，
而利物浦在欧冠客场已遭遇三连败。

其实利物浦在与红星之战中占尽场
面优势，他们射门23次，控球率超七成，
但得势不得分，反而被帕夫科夫在上半
场中段7分钟内头顶脚踢连下两城。我
们只能说，利物浦发挥不稳定、攻强守
弱等老毛病又犯了。上赛季利物浦出
人意料打入欧冠决赛，主帅克洛普收获
一片赞誉。本赛季，利物浦开局势头更
猛，在英超创下开局连胜纪录，人们的
期望值更高了。但随着赛程的深入，利
物浦又出现起伏了，英超被曼城和切尔
西超越，欧冠出线形势不妙。看来，克
洛普“无冠名帅”的帽子并不容易摘掉。

利物浦这一跤摔得不轻 欧冠小组赛战报
（比赛时间：北京时间11月7日）

全国水中健身操比赛落幕

三亚学院队夺2金1银1铜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年第十届全国水

中健身操比赛日前在无锡市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
落幕，三亚学院代表队斩获2金1银1铜，并获得
团体总分第二名。

水中健身操是一项新兴的水中健身运动，又
称水中健美操、水中有氧操和柔水操等。此次比
赛吸引来自全国各省市和各大高校的23支代表
队377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集体徒手操，双人、
集体板操，双人、集体棒操，双人、集体划手掌操或
阻力手套操，双人、集体浮力哑铃操，双人、集体浮
力腰带操等11个项目。三亚学院队派出6名队
员参赛，获得集体棒操和双人棒操冠军、集体板操
亚军、集体规定动作徒手操季军，团体总分排名第
二。三亚学院队还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和“编
排奖”，两名队员获领操员奖。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游泳协会主办。

大侃台

足球U23亚锦赛
预选赛分组抽签揭晓

据新华社吉隆坡11月7日电（记者林昊）亚足
联2020年U23亚锦赛预选赛阶段的分组抽签7日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亚足联总部举行。中国队分在东
亚区J组，同组对手为马来西亚、老挝和菲律宾队。

这一届于泰国举行的 U23 亚锦赛将作为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预选赛，意味着中国队即将
开始冲击奥运会的征程。比赛将于2019年3月
22日至26日举行，中国队所在小组的东道主是
马来西亚队。

预选赛11个小组的头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
小组第二名将晋级2020年在泰国举行的决赛阶
段比赛。2020年U23亚锦赛的前三名将获得东
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马德里竞技2∶0多特蒙德

摩纳哥0∶4布鲁日

国际米兰2∶2巴塞罗那

热刺2∶1埃因霍温

贝尔格莱德红星2∶0利物浦

那不勒斯1∶1巴黎圣日耳曼

波尔图4∶1莫斯科火车头

沙尔克04 2∶0 加拉塔萨雷

上海上港2∶1北京人和

重庆斯威2∶0广州恒大

山东鲁能3∶2江苏苏宁

北京国安3∶1上海申花

长春亚泰2∶2天津权健

广州富力2∶1河北华夏

河南建业4∶0贵州恒丰

天津泰达3∶1大连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