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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二、项目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机关及海口城区行员工体检入围供
应商项目。三、采购标的：2-4家体检服务入围供应商。四、供应商
资质要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2.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
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供应商或其所投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业
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
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5.供
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人高管人员及使用
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6.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7.2019年1月1日
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供应商应至少服务过2家及以上职工体检
合作单位。五、报名资料：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授权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两个合作案例服务合同复印件（以上证书
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六、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
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
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系人：陈女士。4.联系电话：0898—
66796191。七、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
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
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
与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机关及海口城区行员工体检入围供应商项目公开报名公告 关于陈仁斌、陈仁燕及杨扬的离职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障我
公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声明如下：

我公司原总经理陈仁斌已于2017年11月正式离职，原财务
会计杨扬已于2017年 7月正式离职，原审计总监陈仁燕已于
2020年3月正式离职。上述三人自离职之日起，已与我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其无权代表我公司，或以我公司员工名义对外发表任
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或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三人离职后
从事的一切活动，皆属其个人行为，我公司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
任何责任。如发现其存在任何侵害我公司权益或声誉之行为，我
公司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为保障您的合法利益及交易安全，凡
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联系本公司人力行政部（联系电
话：0898-65728318，13389878004），再次感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简称东方资产）
将以下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海南骏企壹号商业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简称海南骏企）：对借款人海南温氏启发包装有限公司
及其担保人温大喜、翁海清等3名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贷款合同编
号：海口联社青年分社/行2018流借（诚）字第1号】，该笔债权本金
11899394.28元，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计算的其他费用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骏企。东方资产与海南骏企特
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海南骏企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海南温氏启发包装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温大喜、
翁海清等3名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骏企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骏企壹号商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海南广电文昌传媒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
航天大道南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泰澄中盛置业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11493.56m2（折合17.24亩）。该项目2020年1月9日已经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批建内容为总建筑面积43605.47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4744.47m2，地下建筑面积8861m2。计容建筑面积34480.43m2，商业建
筑面积2919.7m2，办公建筑面积31532.33m2，容积率3.0，建筑密度
31%，绿地率27.5%，停车位345个。为提高项目建设品质，适应市场需求，
并根据宗地商业、商务计容建筑面积占比条件，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原批

方案，调整后总建筑面积43613.58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4886.94m2，
地下建筑面积8726.64m2。计容建筑面积34480.46m2，商业建筑面积
17109.5m2，办公建筑面积17370.96m2，容积率3.0，建筑密度27.3%，绿
地率25%，停车位337个。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对该项目方案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
10月29日至11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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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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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9日

关于海南广电文昌传媒中心项目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11月12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公开拍卖：海口市海德路昌茂澳洲园36号铺面(购房合同建筑面积
316.831 平方米)及 52号铺面(购房合同建筑面积 269.5739 平方
米)。整体拍卖优先，单套依次。

参考价：897.4万元/整体；36号铺面：547.8万元/套；52号铺面：
349.6万元/套。

竞买保证金：整体350万元；单套180万元/套。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 11月 11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

汇 入 我 司 账 户（户 名 ：海 南 天 悦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
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0898-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201029期）

本报海口 10月 28日讯 （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张傲雪）距离“双十
一”购物节还有半个月时间，预付定
金、优惠券派发等活动却早已拉开活
动序幕，为“双十一”预热暖场。和

“双十一”一同“蓄势待发”的还有数
以亿计的快递包裹，面对即将来临的
快递业务旺季，我省将全力备战，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从10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
季度海南省邮政快递业新闻通气会
上了解到的。

据悉，今年快递业务旺季将从11
月初持续至2021年春节（2月12日）
前夕，共计103天。预计“双十一”“双
十二”、圣诞节以及2021年元旦和春

节前的电商集中促销将带动业务量显
著增长。其中，“双十一”期间第一波
小峰值将在11月4日至8日到来，第
二波峰值将在11月14日至20日之
间。结合目前的发展形势，我省快递
业务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最高
日处理量预计将超过300万件，将再
次刷新历史纪录。

为积极应对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
服务保障工作，省邮政管理部门将从

全面动员部署、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
升服务质量、加强安全保障、推进绿色
包装、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推动全省
邮政快递业做好相关备战工作。

“省邮政管理局将督促指导海
南区域邮政快递企业采取措施，做
好电商企业驻场合作，合理控制分
拨中心、网点邮件快件量，稳定邮件
快件揽收处理节奏，加强人员运力、
处理能力、场地设备、信息系统等保

障，增强应对旺季高峰压力的能力，
落实服务标准，规范业务操作，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引导企业
加大对末端的投入和管理，最大限
度发挥社区末端综合服务站和智能
快件箱功用，增强末端投递能力。”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据初
步统计，海南省内主要品牌企业增
加人员2000余人，增加处理场地面
积 1.8 万余平方米，增加运输车辆

200余辆，新增全自动分拣设备、末
端智能快件箱等，将为企业备战“双
十一”提供有力支撑。

快递业务旺季期间，可能持续出
现阴雨和台风等天气，将对邮件快件
作业及运输产生一定影响。“旺季期间
快递小哥普遍工作负荷重、压力大、很
辛苦。”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因此
也呼吁广大群众给予邮政快递业从业
人员更多的包容和关怀。

我省全力做好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

“双十一”临近 物流业备战

5项为民办实事事项
提前办好

本报那大10月2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儋
州市有关部门获悉，该市加快推进今年初确定的
15项为民办实事事项，农民小额贷款发放、考场
安装空调机等5项提前办好，并超额完成任务。

据了解，儋州今年农民小额贷款共发放3.75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146.78%；为全市14941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2020年度家庭人员意外
伤害及身故保险；完成429间考场安装空调机；全
市学生眼疾病筛查34812人，筛查进度108.79%；
为全市20062户农户建成无害化厕所，不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儋州市委、市政府把15项为民办实事事项当
作增进民生福祉的抓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分解到各相关责任单位，明确办好实事的具体
责任人和完成时间。提高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
贴标准、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村医通”便
民服务工程等其余10项为民办实事事项正有序
推进中。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10月28日从省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局近期在全省流通市
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中，对服装
鞋帽及纺织品产品进行了抽查，其中
老人鞋、皮鞋、床上用品等产品不合格
率较高，超过半数的抽检产品不合格。

在本次抽查中，老人鞋不合格率
为73.3%、皮鞋不合格率为63.3%、床
上用品不合格率为53.3%。对抽查发
现的不合格产品，省市场监管局正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

目前，市场上的部分老人鞋产品
在质量上不能满足相关标准的基本要
求，在本次抽查中出现标识、耐磨性能
等多个项目不合格。省市场监管局提
醒，产品应标有产品名称、厂名、厂址、
三包规定、生产日期、号型、帮面材质

及执行的标准等信息，对标识缺少必
要信息的产品，应避免购买；尽量选择
橡胶外底，或着力部位（前掌和后跟）
是橡胶的组合外底的老年鞋。

关于皮鞋产品，在本次抽查中，
成鞋耐折性能、帮底剥离强度、勾心

等多个项目被检出不合格。省市场
监管局提醒，应注意辨别帮面皮革的
真伪；除了帮面材质，还应关注皮鞋
衬里的材质。

关于床上用品，在本次抽查中，耐
摩擦色牢度、纤维含量、pH值等多个

项目被检出不合格。省市场监管局提
醒，选购床上用品时，应打开包装检查
产品各类辅料、配料；打开包装时如有
刺激性气味，则可能含有害物质，最好
不要购买；使用前最好用清水洗一次，
以便去除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

我省开展流通市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老人鞋等产品抽查不合格率较高

25套房产52辆车，估价8000多万元

黄鸿发涉黑组织财产
网上拍卖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
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在淘宝网阿里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被法院判处没收的黄鸿发黑社会
性质组织涉案财产进行了公开拍卖。此次拍卖的
没收财产涉及25套房产和52辆车，其中房价总
评估价7710.38万元，均价308.42万元，起拍均价
215.89万元；车辆总评估价为1074.42万元，均价
20.66万元，起拍均价14.46万元。

进入淘宝网“阿里拍卖”界面，可找到已发布
拍卖公告的第一批涉案财产为房产和车辆。其
中，房产均位于海口，不乏国瑞城、海航豪庭、滨海
幸福等优质房产。涉案车辆涵盖奔驰、保时捷、路
虎、宝马、奥迪、雷克萨斯、凯迪拉克等品牌。据
悉，该批车辆均是带指标拍卖的，竞拍者只要符合
摇号条件竞拍成功就能直接上牌。此次拍卖的房
产和车辆均按评估价的7.5折起拍。

据了解，10月31日15时至16时，昌江县公
安局还将联合淘宝网（阿里拍卖）在该县文化公园
广场举办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车辆网络拍
卖会，届时还将在淘宝平台进行全程直播。

据介绍，黄氏家族及其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攫取了巨大非法利益，经梳理，该组织被法院判
处没收、追缴、折抵财产刑的财产及其他实物近千
件，接下来昌江县公安局将对以上涉案财产逐项
进行网络拍卖。

4处路口
新增电子警察执法抓拍
11月4日起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世清）10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强化海口道路交
通秩序的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该支队结合辖区道路实际情况，在海口市区4处
路口新增设固定式交通电子警察执法抓拍设备，
将于11月4日投入使用。

据了解，新增设的4处交通电子警察执法抓
拍设备点位分别位于滨海大道（演艺中心至世贸
北）东向西路段、海秀中路海南华侨中学门前东向
西路段、凤翔西路与大园路东向西50米处掉头口
和海德路与龙昆南路口西向东实线处，主要用于
抓拍机动车违停、违法掉头、压实线、违反禁止标
线和禁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

海口交警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请自觉遵
守道路交通规则，严格按照道路交通信号、标志、
标线指示通行，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近日，在澄迈县福山卫生
院门诊部，全科医生蔡捷捷
（右）在为病人检查。

目前，我省已招收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1000 多
人，已有158名全科医生在各
市县乡镇卫生院工作。

他们一人分饰多角，承担
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
转诊、预防保健、病人康复和慢
性病管理等工作，为基层百姓
提供连续性、综合性、个性化的
医疗卫生服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全科医生
“全能”服务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陈燕

就在这两天，海口市民吕昕蕊给
独居的父亲买了个智能手环。收货的
那天，压在她心里许久的一块石头落
地了。

因为智能手环的那头，连着的是
10月25日刚刚揭牌的海口市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以及该中心提供的多样
化智慧养老服务。

智能中心如何智能？
一通电话办多件事

吕爸爸患有高血压。吕昕蕊和父
亲原本只隔了“一碗热汤的距离”，但
为了孩子上学，她今年搬到了学校附
近。每去看望父亲，不堵车时20分钟
能到，堵车时一小时都未能抵达，“要
是碰到紧急情况，总怕会误了大事”。

而在海口，吕爸爸的“同龄人”还很
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海口市
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超29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的15.6%。而为
满足养老需求，海口市民政局在2013
年就推出了海口市12349社区居家养
老求助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12349
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救助等服
务，目前话务呼叫超过148万次，日均
呼入两三百通电话。

12349，也是除女儿的电话号码
外吕爸爸熟记在心的另一个号码。需
要帮助时，他不想耽误晚辈的工作，就
自己打12349找社工帮忙。

渐渐地，吕爸爸熟悉的12349有
了“成长”：升级成了海口市智慧养老
服务中心，号码不变，内容却更丰富智
能。依托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产品，该
中心提供养老业务咨询、紧急求助定
位、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预订、健
康咨询与管理、长者档案管理（老人画
像）、高龄补贴认证、智能设备联动、适

老化产品体验、APP和微信线上商城
等服务。

看到相关新闻后，吕昕蕊当即打
电话咨询：像我爸这样患病的独居老
人，智能中心能做些啥？

该中心主任黄敏介绍，有12349平
台前期的来电信息积累，经过数据梳
理，就形成了每位老人的专属档案。如
今有老人拨打12349，后台就会显示老
人的姓名、住址、家庭联系人、实时位置
等信息，从而为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智能
服务。黄敏举例：“如老人不想自己做
饭，后台可根据住址为他推荐最近的长
者饭堂；老人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拨通电
话后，我们会根据老人的位置联系最近
的医疗机构，并及时通知家属。”

吕昕蕊还了解到，除常规的
12349热线之外，海口市智慧养老服
务中心还联通了智能穿戴设备的
SOS功能，紧急情况下按下SOS键，
呼救信息就能实时直达该中心。

为父亲戴上智能手环时，吕昕蕊
不忘叮嘱：“往后您碰到紧急情况就按

这个，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养老机构如何监管？
实时视频一目了然

也正是因为海口市智慧养老服务
中心的投用，吕昕蕊最近终于敲定了
一件犹豫多年的事：父亲独居多年，多
次主动提出要搬进养老院，不给孩子
添麻烦。养老院怎么样？监管是否到
位？种种疑虑让吕昕蕊总是不放心，
也迟迟不敢答应。

近日，经过咨询海口市智慧养老
服务中心，让她心里有了底。

吕昕蕊经过了解，知道目前该中心
已对接了海口164家养老服务机构，搜
集了机构的情况介绍和实景图片，老年
人及子女不用四处奔走，就能全面查
看、对比各个养老院的真实情况。

“关键是养老机构得对老人好。”吕
昕蕊还得知，海口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对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监管，并对
全市养老服务工作进行指挥调度。

“我们可通过海口市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内置的定位实时查看社工的动
态，也可以通过平台和社工沟通交
流。”在海口市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黄
敏当着海南日报记者的面通过平台随
机拨通了一位社工的电话，接通后，视
频中能看到这名社工正在为一位老人
打扫房间。

有了视频的实时监控和平台的监
管，吕昕蕊愿意顺着父亲，让他去养老
机构试一试：“养老院里的护工也比我
们更专业，老年人多大家也能聊到一
起去，只要监管到位，兴许比一个人在
家还好些。”吕昕蕊说。

养老服务的提升不止在智能化维
度。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民政局获
悉，今年来，该局升级改造了7家敬老
院，新建了7家日间照料中心，各区也
正在逐步落实把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
入社区建设规划工作之中。

更智能换来更安心，吕昕蕊一家
人的决定，或许能成为未来更多人的
决定。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大数据支撑、一键紧急求助……海口打造多样化智慧养老服务

当养老遇上“智能化”

海口

昌江

海口一社区教育项目
获全国“终身学习品牌”

本报讯 （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韩晓露 通讯员王佐）近日，在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百姓
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落下帷幕，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实
施的琼山区文坛社区“家门口的居
民学校”项目被评为 2020 年“终身
学习品牌项目”，海口市友善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刘阳获评“百姓
学习之星”。

文坛社区教育项目由海口市琼山
区教育局主办，海口市友善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具体承办实施，将海口市琼
山区国兴街道文坛社区纳入项目服
务范围，旨在依托文化中心阵地，深
度打造“家门口的居民学校”，开发社
区教育本土特色课程，推动社区教育
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