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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系列解读⑤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根据全省开学工作部署，海口市
初三、高三年级将于4月7日正式返
校复学，预计4月13日起，其他各年
级段也将陆续开学。为一步推动家
校互动形成防疫合力，坚决防止和阻
断疫情进入校园，4月5日，海口市教
育局发出《关于春季开学工作致家长
的一封信》，呼吁学生上下学途中尽
可能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明
确疫情期间，家长不允许送餐，接孩

子要做好个人防护、即接（送）即走、
避免聚集。

信中提到，家长要协助学生坚持
体温检测，如实申报信息。岛外返琼
必须在回岛14天后方可进入校园，如
有可疑症状，应报告学校，及时就医，
待痊愈后再返校。每天上学前对孩子
测量体温，若发现体温高于37.3℃，或
有咳嗽、呕吐、腹泻等症状，请及时告
知班主任并就医，暂缓返校。按照要
求及时报告个人健康信息，开展健康

情况申报，如实告知假期旅居轨迹和
健康状况。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
近期有境外返琼人员，也须立即向班
主任报告，不能隐瞒和谎报，孩子应暂
缓入学。

要保证健康居家，锻炼增强体
质。非必要不出门。外出回家应立即
洗手，外套要放在通风的地方晾晒。
不要带孩子走亲访友、聚会聚餐，不要
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
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安排合理膳
食。请督促孩子开展体育锻炼，保证
充足睡眠，增强自身免疫力。一律暂
停参加线下培训。家长要关注孩子精

神状态和心理情绪，如有异常情况第
一时间与班主任联系。

要加强途中防护，熟悉防控知
识。外地学生返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建议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如有条件上下学途中，尽可能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如需乘坐，务必戴好口
罩。教育孩子不要购买路边小吃，防
止过期变质食品。口罩如有污染或者
浸湿，请及时更换。教育孩子进校测
温时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在
校内不集聚，不嬉闹，尽量避免与他人
近距离接触。

要密切家校联系，配合学校管

理。校内住宿学生不可擅自离校，
不串宿舍；走读学生遵守学校、公安
部门和社区管理规定。教育孩子遵
守学校规定，自觉做到错峰用餐、不
面对面就餐，有序错时洗浴。家长
在接送孩子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
护，无特殊情况不可以进入学校，按
照学校具体的上下学时间安排，做
到即接（送）即走，避免聚集。疫情
期间，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无特殊
情况谢绝家长来访及送餐。如孩子
在校内发现身体异常，学校将联系
告知家长，请家长立即赶到学校，配
合处置。

海口市教育局呼吁：

学生上学途中尽量不乘公共交通工具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4月4日上午，来自海口市委，海
口市社会文明大行动指挥部，美兰区
委、区政府以及新埠街道的40多名
党员干部利用清明假期，来到该市美
兰区新埠街道新东社区参加环境卫
生大扫除。

此次劳动地点在新东社区西坡
新村北门斜对面的一块面积约2亩
的闲置地。因历史原因，该地块被闲
置多年，导致杂草丛生，成了三不管
的卫生死角。当天10时30分，40多

名党员干部群众一起，手拿铁铲、锄
头、耙子等工具，认真清理装运杂草、
枯叶、木头。

经过2个多小时的打扫，整个环
境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这块
空地的卫生打扫干净，还要持续提升环
境，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停车场或者小
公园。”新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从3月下旬开始，每逢
周末，海口市的党员干部们都会专门
挑选位于街道与居民区之间的夹块
地带，未纳入环卫清扫保洁范围，俗

称“三不管”的卫生死角集中开展环
境卫生大扫除活动。

对于为何要挑选这些地方开展
劳动，海口市委主要负责人解释，主
要是基于以下4点原因：一是强化责
任意识、督促责任落实。对于一些暂
时没有责任人的，或者说责任不清的
地方，通过党员干部群众一起义务劳
动，能让“三不管”变成“有人管”。二
是通过“微改造”让城市越来越美。
海口要践行“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
精细”的理念，像这些隐藏的小块卫
生死角，要进行一个个排查、一个个
清理，并用心一个个进行环境提升，
促进整个城市面貌不断改观。三是

把好事办实办好、做到利民惠民。卫
生死角属于闲置浪费的资源，应该结
合实际环境状况、结合群众实际需求
进行有效利用，打造成一些便民利民
场所或者城市公共绿地景观，既有利
于建立起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还
能增强周边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四是引导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四
爱”和“巩卫”。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参
加环境卫生大扫除，能够引导带动更
多的群众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
到“四爱”行动和“巩卫”工作中来，为
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为
创建海南健康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积极贡献力量。

海口党员干部利用假期开展“四爱”活动

“微改造”让卫生死角成便民场所

本报嘉积4月5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里艺）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
市有关部门获悉，威马汽车·即客行与
海南交控积极响应政策号召，联手打
造旅游共享出行子品牌即客行·海南
椰行，首批50台威马即客行新能源汽
车目前已投放到琼海。

威马即客行新能源汽车的租赁时
间可按小时起算，每小时30元，市民
可任意选择按小时、天、月、季度或自
定义时间。目前汽车已在琼海各大主
干道25处投放。

50辆新能源汽车
投放琼海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2019年1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和《海南省政府投资项目
代建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代建制管理办
法》）。为何《代建制管理办法》“单独成册”？有何
意义和作用？近日，省发改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对
此作了具体说明和解读。

2004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的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
实施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
着投融资改革的不断深化，该规定中的一些条款
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随着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加快，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
公共服务补短板等政府投资项目建设需求大量增
加，非常有必要对原政府投资代建制的规定进行
修订，以解决目前代建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更好
地规范政府投资代建行为。

《代建制管理办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台
的，通过制度完善，激发代建市场主体活力，实现
政府投资更经济、更有效率。

一是明确代建制适用条件。《代建制管理办法》
规定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采取直接投资或项目资本
金注入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除涉及国家安全、
国家秘密的项目外，项目单位不具备自行建设和管
理能力、管理人员、技术水平的，可实行代建制。

二是明确代建单位的选取方式。《代建制管理
办法》规定，由项目单位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
招标信息，依法进行招标活动，择优确定代建单
位。任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同类工程建设
管理相适应的工程管理人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
力，具有满足项目管理需要的资金和防范风险的
实力，且履约评价和社会信用良好的专业建设管
理机构，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进
行投标活动，开展公平竞争，通过市场充分竞争，
实现项目建设更经济、更有效率。

三是明确项目单位和代建单位的权责关系。
《代建制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实行代建制
的项目，明确其项目单位仍是项目管理的责任主体，
负责项目全过程管理，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
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严格控制项目总投资、保证
工程质量和工期，项目建成后交付给项目单位。

四是项目代建实行代建合同管理。代建管理费
根据代建内容和要求，按照项目建设管理费标准核
定，计入项目建设成本，不再计列建设单位管理费。

五是强化项目各责任主体的风险意识。代建
项目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质量不合格的，代建
单位应当立即责令施工等相关单位无条件返工，
直至验收合格，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增加的投资
费用由负有责任的施工等相关单位承担。项目如
期建成并竣工验收合格，经项目单位和财政部门
审核确定有结余资金且满足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条
件的，可以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支付代建
单位奖励资金。 （本报海口4月5日讯）

实现政府投资更经济更有效率

本报海口 4月 5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符基眀 菅元凯）海南日报
记者4月5日从省公安厅“12·27”专
案组获悉，自省公安厅发布《关于检举
揭发施雨鹏、吴晓创等人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的通告》后，该犯罪团伙成员分
别投案，截至目前，第一阶段32名犯
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

经查，该团伙以施雨鹏为首，数年
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通过有组织地实
施聚众斗殴、强迫交易、故意伤害、开
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采砂、拉拢腐
蚀国家工作人员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
该犯罪团伙，省公安厅现号召广大
群众和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划清界
限，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检举揭
发施雨鹏、吴晓创、潘鸿文、蔡兴俊、
黎志超等人的违法犯罪线索及其“保
护伞”。对举报人，公安机关将严格
保密，线索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
定予以奖励。

海南省公安厅接受群众现场举
报，并设检举揭发受理点：

1.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迎宾北
路金福源美食城旁维也纳酒店（乐东
公 园 店 ）举 报 电 话 ：符 警 官
13687572772；郑警官18689810059；

2.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豪苑路
16号维也纳酒店（高铁城西站店）举
报电话：林警官13368950899；黄警
官18608990360。

省公安厅悬赏揭发施雨鹏等人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东侧的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复工后正在加速推
进建设。目前，该项目处于正负零层结构施工阶段。

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总投资10.9亿元，建设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
网球馆，具备举办全运会等全国性以及单项国际比赛条件。项目去年5月18日开工建
设，计划2021年12月31日竣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

复工之后加速建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本公司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

4月3日向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
委托函》，并未经法定代表人李能熙同意，非本公司的真
实意思表示，现本公司声明如下:

1、该《授权委托函》中涉及的本公司2号公章和李能
熙法人章均未在公安机关备案，本公司不予认可。

2、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未经法定代表人李能熙同
意，本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及法律文件，本公司一律不
予认可。

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4月6日

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南省文昌铜鼓岭国
际生态旅游区安置区（一期）”项目位于龙楼镇彩虹大道云梯段旁，该
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已通过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第六十一次会议
审议，方案主要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51064.28平方米（折合
226.59亩），总建筑面积61728.5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61728.56平
方米，容积率0.41，建筑密度19.25%，绿地率41.1%，停车位660个。
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4月6日至4月20日）；2、公示方
式：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
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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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黄良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6日

海南省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安置区
（一期）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为依法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航技国际
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受RT地产（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现通过公开
竞价招租的方式，选择有相应实力的企业对竞价招租的房地产依法
经营使用。欢迎符合本次竞价招租资格条件的企业参与竞价：一、项
目概况:资产包1：项目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龙虎园路4号
青年驾校大门斜对面及道路两侧，占地面积46398.95平方米，房屋面
积10647.51平方米。年租金底价183万元，租金交纳方式按年支付，
无免租期，租赁期限5年，招租业态为仓储物流等。资产包2：项目位
于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榆红村，占地面积9462.27平方米，房
屋面积2577.1平方米。年租金底价46万元，租金交纳方式按年支
付，无免租期，租赁期限5年，招租业态为制药生产。二、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招租人：RT地产（海南）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李焕平
（13078919539）;代理机构：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易星见（15308925111）;三、报名截止日期：4月10日。

RT海南公司2020年存量资产火热招租中公 告
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原名：中建城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于2015年12月承建的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工程名称：“海
口市绕城高速公路沿线应急绿化补植提升整治工作3标段”，该
项目于2016年完成竣工验收，办理了项目结算。为保障该施工
项目的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通知债权人在法律保护期限
内将该项目的相关合同和其他有效法律文件原件自本公告之日
起15天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逾期未申请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
债权。

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部门：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风险管控部
联系地址：南昌市抚生西路千亿产业园中建城开大厦
联系人：熊新华
电话：13970007632

2020年3月20日

现受委托，对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公
开征选清产核资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参选机构只能选择清产核资和
资产评估其中一项参选。

一、基本情况：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建集团”）是由
海南省国资委代表海南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
司，成立于2010年1月，截至2018年末，海建集团注册资本9100万
元，资产总额95.6亿元，营业收入128.68亿元。

二、主要服务内容：为海建集团本部及所属全部下属公司进行全
面清产核资审计、企业整体资产评估。

三、参选资格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能够独立
承担本次公告所征选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评估机构。2、（1）参选清
产核资要求：2018年在《2018年度业务收入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
信息》中位于前十名且在海南省设有分支机构；或在海南省注册登记
的会计师事务所且在《2018年度海南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信息
表》中位于前十名。上述排名以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相关信息为
准。（2）参选资产评估要求：2018年综合评价在《2018 年资产评估机
构综合评价综合得分前百家机构名单》中位于前十名的评估机构且
在海南省设有分支机构，或在海南省注册登记的评估机构且在《关于
2018年度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情况的通报》中综合评价为AAA
级机构。上述排名以评估协会发布的相关信息为准。3、参选机构具有

为中央企业或省属企业、双百企业提供集团层面清产核资经验或资
产评估经验。4、本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从事过同等规模及以
上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或资产评估相关工作。参选机构报名时须提交
本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名单，正式进场的负责人及团队核心
成员必须与报名时提交的人员名单一致。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无重大违法记录，无行业惩戒等不良诚信记录。

四、征选方式：采用综合评议方式，按照各参选机构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依次排序，得分最高者确定为中选机构，若中选机构在约定期
限内不能签约或违反本次征选有关要求，则取消其中选资格，并根据
综合得分排名由高到低顺位递补。如符合条件的参选机构只有一家，
综合评议得分为60分及以上直接确定为中选机构。

五、公告期：2020年4月6日至2020年4月20日。
六、报名及缴纳保证金：请于2020年4月20日下午17：00之前，

提交报名资料至hncq08@163.com，并缴纳参选保证金5万元到海南
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

相关参选条件、要求等有关事项以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
cn）公告为准，详情请登录网站公告查询，相关征选文件备索。

七、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18楼）孙女士 0898-66558010；李女士0898-66558023。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4月6日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公开征选中介机构公告
项目编号：ZJ202004HN0035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103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解圳、海南香山堂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周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仲裁审查
阶段，依据申请执行人的保全申请，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已
作出(2019)琼0108财保33号民事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周洁
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6-1号皇冠世纪豪门 世纪
(B栋)9层908号房【产权证号：HK418178】。如案外人对上述
财产权属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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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等处置。

特此公告
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为加快
推进对横沟河较为突出的乱建问题的整改，4月3
日，海口市美兰区依法拆除新埠街道金水门1宗
面积为578.24平方米的违建。

据介绍，该处违建是当事人在未取得合法手
续的情况下擅自建设。在拆除前，美兰区城管部
门和新埠街道工作人员多次做好协调工作。在当
日的拆除中，各职能单位在现场做好秩序维护工
作，引导周边群众不围观不围堵，确保此次拆违行
动平稳完成。

美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继续加大日
常巡查监管力度，做到控违拆违决心不变、力度不
减，力争营造“不能建、不想建、不敢建”的氛围，全
力以赴开展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整治工作。

海口美兰区依法拆除
金水门一宗违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