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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市迎宾路和商品街铺面招租公告
一、招租标的:①三亚市吉阳区商品街 25号铺面，建筑面积

122.50m2，竞租底价28267元/月；②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26号铺面，
建筑面积183.60m2，竞租底价25462元/月。二、租赁期限：均五年。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3月14日，有意竞租者请前往海南省烟
草公司三亚公司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登记报名，我司将提供《竞租规则》
和《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并于12日上午10:00组织统一实地看房。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52号，联系人：石先生，联系电话
0898-88869866。四、竞价时间：2019年3月22日上午9:00。五、竞
价地点：海南省三亚市三亚烟草公司六楼。六、报名条件：有意竞价者，
在报名期间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单位
名义参加竞租的，须提供营业执照原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
书。七、保证金：每个铺面的竞租保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保证金不计利
息，竞租者须按在报名期限内交纳，否则不得参加竞租，竞租者需凭保
证金存缴交凭证到三亚烟草公司二楼财务科领取保证金收据。竞得者
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竞得者全额退还保证金。如竞得者违约，保
证金不予退还。账户：开户单位：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 ；开户银
行： 农行三亚分行 ；银行账号：21-751001040011131。八、备注：
铺面不得用于经营下列项目：餐饮业、歌舞厅、卡拉OK、KTV、网吧、诊
所、赌博、美容美发、保健、农药产品等有害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焊
接、榨油及噪音较大的加工业务等，以及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从事的生产
经营项目。九、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所有。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172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海

仲字第508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光大兴琼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
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2018) 海仲字
第508号裁决内容为:一、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海
口六合清源实业有限公司60%股权归海口光大兴琼实业有限公
司所有;二、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自裁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将其持有的海口六合清源实业有限公司60%股权变更登记
至海口光大兴琼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根据上述裁决及权利人申
请，本院拟将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六合清源实
业有限公司60%股权变更登记至海口光大兴琼实业有限公司名
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股权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
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股权依法予
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三月四日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2019-2021年度小额采
购项目供应商资源数据库建库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小额采
购供应商，符合条件有意向的供应商均可登录南海网下载填写
《入库资格审批表》参与报名。

一、征集范围
现场活动物料服务类（包含但不限于舞台搭建、LED背景、

音响设备、氛围营造等）
视频（宣传片）拍摄制作类（包含但不限于脚本撰写、前期策

划、视频拍摄、后期制作等）
二、报名条件
1.应答人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经营

范围许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固定的、独立
的办公场所，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须提供一般纳税人证明材
料）；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保资金的良
好记录；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5.具有
国家规定的相应类别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或其他资格证明文
件；6.近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被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7.
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不良经营记录、无重大异常
情况；8.没有因违法行为或不良行为被限制投标；9.不接受联合
体应答。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代表为同一
人，或者存在控股和被控股关系，或者被同一单位控股的供应商
同时参与报名。

三、应提交材料（均须加盖公章）
1.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2.公司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3.经办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
件。4.相关资质证书（特许经营许可证书、各类资质证书、质
量认证证书、厂家授权经销代理证书等）复印件各一份。5.办
公场所证明（租赁房：租房协议复印件；自有房产：房屋产权
证复印件）。6.以上证件提交时请同时提交原件以供核对，核
对后原件退还。7.公司简介及主要产品目录。（公司简介包括
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组织结构、员工人数、专业人员占比、业
务类型、业务优势、近两年行业主要业绩、优秀案例、业务联
系专员及职务、联系方式等）。8.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
材料。

注：以上所有相关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按编号顺序胶
装成册（一式五份），以牛皮纸信封袋密封封装，封签处加盖单
位公章。

四、报名时间与方式
1.报名时间：2019年3月7日——2019年3月20日。2.报

名方式：现场提交书面材料（如提交资料不实或弄虚作假，一经
查实则取消入库申请资格）。3.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
闻大厦8楼管理中心。4.咨询电话：（0898）66810545

五、资格初审
资格初审将在报名截止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完成，通过初审

的供应商拟列入小额采购供应商数据库入库预选名单，将进行
实地考察复核。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6日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小额采购供应商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招标管理办
法》等规定，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
定营业网点装修项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招标文件编号：儋农信联招标【2019】年【1】号
三、招标项目：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前进分社营业网点装修
四、投标人资质要求：
（一）投标单位必须是在海南省工商部门注册，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单位；
（二）无商业贿赂、涉税、信用等不良记录；
（三）投标人在海南省农信社系统开立基本账户和入股我

省农信社金额较大的优先考虑；
（四）具有国家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装修工程专业二级以

上（含二级）资质，有省公安厅及消防部门核发的安防、消防施工
资质证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五）近三年内有为金融机构建筑装修的成功案例。
五、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3月10日17:

30。
（二）开标时间和开标地点：另行通知。
（三）报名方式：投标人应在2019年3月10日17:30前到

招标人处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报名时，投标人应提交法人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证书）以及招标人要

求的资质证明等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
章），一般纳税人投标人还需提交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证明。
招标人经初步资格审查合格后才向其发放招标文件。

（四）投标文件递交：投标人将投标文件以密封包装形式
在规定的开标时间正式开始之前在开标地点现场当面递交，
投标文件需一式三份。

（五）投标保证金：开标前两个工作日，投标人必须足额缴
纳投标保证金，未足额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视为没有参
与投标报名，无资格参与开标。

（六）投标人应以书册方式装订，一律不接受订书机、拉杆
文件或其他可拆卸形式的装订。

（七）招标产品有关技术、业务等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
（八）其他事项：有意参加投标者，请在领取招标文件后认

真阅读招标文件所有内容，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
件。特别是要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
应，同时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该投标自始
无效。

（九）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东侧那大控规08街区
邮编：571700
招标联系人：1、郑先生 联系电话：13322084422

2、王先生 联系电话：13807559855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3月6日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网点装修招标公告

“雪龙”号驶入我国海域

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本次考察从基础研究到核心技
术研发取得了一些新突破，正在重塑
我国南极考察优势学科和前沿领域
格局。

——在西风带关键海域成功布
放我国首套监测浮标，标志着我国在
极端环境下的浮标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将大大提高南大洋海-气相
互作用的观测能力。

——首次在罗斯海进行了我国自
主研制的极地水下机器人试验，并获
得成功。它的应用将会极大提升南大
洋综合观测能力，有助于加深对南大
洋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理解。

——在中山站完成我国首台极
区中高层大气激光雷达安装并投入
运行，实现我国南极中高层大气三维

风场和温度昼夜连续观测，填补了极
隙区相关观测的国际空白，将有效提
高对极区大气空间环境的探测能力。

——我国自主研制的极地冰盖
及冰下基岩钻探装备首次在南极试
验应用，成功获取南极冰芯样品和岩
芯样品，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拥有
冰下基岩钻探核心技术和装备的国
家，将大大促进极地冰盖演化、冰下
环境和地质等前沿科学的发展。

——首次在中山-昆仑站冰盖断
面开展高精度地面绝对重力观测，获
得10多个点位重力值，有助于加深人
们对南极地质和冰盖结构的认识。

——首次在昆仑站安装太阳多
色望远镜，利用昆仑站高纬度、大气
透明度好的优势，实现24小时连续

太阳活动观测，为加深理解日-地关
系奠定了观测基础。

——新一代南极长城站地震台
完成改建并运行。改建后，地震台有
远程实时监控能力和数据传输功能，
将有效提升我国在南极地区的地震
监测能力。

“南极科考是衡量一个国家力量
的重要标志。随着科技进步和气候变
化，人类探索南极的兴趣和热情与日
俱增。”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领队
孙波说，展望未来，我国的南极科考事
业一定会获得更大发展，在更高层次、
更大范围和更加系统地认识南极、保
护南极、利用南极，更好地造福人类。

（新华社“雪龙”号3月6日电 记者
刘诗平）

寻找最古老冰芯的钻探位置和获
取更长时间序列的冰芯气候环境记
录，是南极科学的一个重要前沿领
域。“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在本次考
察期间成功完成东南极冰盖冰脊B地
区探测，发现冰盖深部完好保存了超
过100万年的连续冰层结构，冰脊B
地区最有可能成为获取150万年冰芯
气候环境记录的新区域。

依托“雪鹰 601”固定翼航空平
台，考察队首次成功完成空投海洋

温盐深仪的试验，为南大洋冰区海
洋观测提供了关键技术手段，使我
国成为少数几个掌握了此项技术的
国家。

同时，科考队完成了中山站冰盖
机场雪面跑道的建设，并已投入试运
行，满足“雪鹰601”平稳起降要求；成
功获取中山站附近蓝冰区航空遥感和
现场勘查数据，为我国未来在南极建
设满足大飞机起降条件的洲际航空机
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鳞虾是南极生态系统中的关键
物种，考察队首次在阿蒙森海东区
实施多学科综合调查，初步发现阿
蒙森海东侧的彼得一世岛周边可
能存在磷虾繁殖地，为帮助科学界
探寻南极磷虾繁殖地之谜提供了
重要线索。

同时，科考队在罗斯海和阿蒙森

海海域实施了6个断面19个站位的
综合调查，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数据和
样品，对罗斯海和阿蒙森海东侧海域
夏季海洋的基本特征、生态环境等有
了基本了解。调查发现，阿蒙森海浮
游植物生物量总体低于罗斯海，但在
特殊海域生物量很高，浮游植物对铁
的响应高于罗斯海。

科考队在泰山站新建了我国在南
极的首个雪下工程。新建雪下工程完
成了站区能源供给、取暖保温、融雪供
水及污水处理、消防监控等系统的建
设，初步建成了极端气候环境下南极

内陆风能-太阳能组成的新能源系
统，取得光伏电池、风力机组、低温部
件、特种材料的关键技术突破，对新能
源在我国南极考察站的推广应用具有
重要价值。

“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载着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
察队队员6日航行在我国南海海域，预计6天后靠泊上海的
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本次科考期间，考察队经受南极严酷自然环境的考验，
克服“雪龙”号碰撞冰山后带来的各种困难，在科学考察方面
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建成我国南极首个雪下工程

在阿蒙森海初步发现磷虾繁殖地

发现可能会获取最古老冰芯的新区域

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研发取得新突破

农业农村部加快推进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张研、于文静）农业
农村部今年将制定玉米、大豆、水稻、小麦国家良种
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五年计划，组织开展特色作物和
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一批高产稳产、优质
专用、绿色生态、适宜机械化、轻简化的新品种。

在特色作物良种联合攻关方面，重点是加快推
进马铃薯、油菜、花生、甘蔗、甘薯、西兰花、青梗菜、
香蕉、荔枝、火龙果、食用菌等11种特色作物良种重
大科研联合攻关，加大特色种质资源深度挖掘和地
方品种筛选测试力度，加快提升特色作物种业水平。

在畜禽良种联合攻关方面，将启动实施畜禽
品种振兴行动，重点推进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联
合育种攻关，加快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应用，提
高育种效率。

中澳研究发现新的快速射电暴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国与澳大利亚

研究人员合作发现了一个新的快速射电暴，它发
生时间早、能量高，将帮助天文学界增进对快速射
电暴现象的深入理解。

快速射电暴是指宇宙中突然出现的无线电波
短暂且猛烈释放的现象，持续时间通常只有几毫
秒，却能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研究人员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
织及西澳大利亚大学同行合作，在帕克斯射电望
远镜“麦哲伦云”巡天数据的处理中，又发现了一
个新的快速射电暴FRB 010312。相关研究成果
已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通讯》上在线发表。

研究人员计算了这一新的快速射电暴的各向
同性能量，结果显示这是目前已发表的能量最高
的快速射电暴之一。

杭州：

公租房保障家庭
可凭信用分减免押金

据新华社杭州3月6日电（记者马剑）记者6
日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获悉，杭州住
保房管部门通过调用公租房保障家庭人员的“钱
江分”数据，认定新配租或续租的保障家庭是否符
合至少有一人分值高于700分的条件，对符合条
件的保障家庭实行公租房押金减免。

据悉，“钱江分”是在杭州工作或生活且年满18
周岁的市民个人信用分，只要个人信用足够好，“钱
江分”就会足够高。对于有正常工作且遵纪守法的
杭州市民，“钱江分”一般在600至750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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