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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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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分行机关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入围供应商项目
三、采购标的：12辆汽车定点维修供应商1名，服务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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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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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8114。

六、有关要求
（一）本项目只接受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须出具授权书）当

面报名，不接受其他非现场方式报名。
（二）报名供应商须完全满足供应商基本条件的有关要求，且能

够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所有证明材料必须加盖公司公章，文件须用
软面封皮胶装并逐页编制页码。报名供应商应逐条证明其符合报名
基本条件，证明材料包括以下材料：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如由授权代理人报名的）。2.合法有效的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证照）。3.截至报名当
日，供应商未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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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关网站查询截屏或信用报告。

七、声明
1、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文件并不

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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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能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
禁入名单。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机关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入围供应商项目
公开报名公告

废旧PS版处置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大约

35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标。标书

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5月27日止。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

周先生13807695952

安红伟（身份证号码：1402021972****3060）:
史文（身份证号码：1406221973****5215）:

2013年4月28日，您与我司就“怡和园小区B2栋301、401房”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您提出因您个人原因，要求我司暂不
为您办理合同备案及房产证过户等相关手续。

合同签订至今已逾8年，在此期间我司多次通过电话、书面等方
式要求您提供办理合同备案以及房产过户的相关资料，而您均以不
居住在海南、疫情、工作、身体不适等原因推脱。

现我司郑重声明：
1、因您不配合办理合同备案以及房产过户等相关手续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及所有费用均由您自行承担。
2、造成我司损害的，我司有权向您主张赔偿。

海南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0日

公告

本公司已于2021年5月10日发函解除了与海南鼎铂实

业有限公司之间关于“海口滨濂·百盛中心”项目之合作关

系。现公告如下：

现海南鼎铂实业有限公司已不再是“海口滨濂·百盛中

心”项目的合作方，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如有被骗者，请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特此公告

海南晋深港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关于解除“海口滨濂·百盛中心”项目
合作关系之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南省自由贸易港背景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研究。调查了解国家、部委和其他省市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有偿
使用制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制度创新成果，结合海南自由贸易
港发展要求和全省自然资源实际情况，研究建立海南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政策制度的方式、路径和措施，提出改革思路和措施建议。

二、计划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
三、预算金额：30万元，报价超过预算金额无效。
四、选择标准：符合资格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单位为成交单位，如

出现相同报价以抽签方式决定。
联系人：陈女士，联系电话：65236087。
项目详细情况、资格及报价具体要求请查询：http://lr.hainan.

gov.cn/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21年5月21日

购买海南省自由贸易港背景下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研究项目服务的询价公告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5HN0109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1、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琼山中学大门西侧3间商

铺；2、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琼山中学后门10间商铺；3、海口市琼山中
学后门福地后街19间商铺；4、海口市大同一横路3号102号铺面。

二、租赁期限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
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1年5月21日至2021年6月3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5月21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10521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5月28日上午10时在海南华生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委托人对三亚沈煤信诚公
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截止2021年5月21日，该债权本金人
民币800,000,000.00元，应付利息人民币133,570,782.59元，累
计罚息人民币44,666,666.67元，罚息复利人民币18,665,772.75
元，违约金人民币22,757,455.65元，合计债权本息人民币1,019,
660,677.67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00万元整。以下人员不
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其他依据中
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拍卖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2021年5月27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
5月27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华生
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听涛居15A。电话：0898-68598868、13519892888。委托方监督
电话：0898-68536522。

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我司拟公开向社会公开邀请一家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实施我

司位于文明东路246号北侧职工生活区改造项目（B座住宅楼）施
工、监理招标代理工作，欢迎有意向的招标代理公司报名参与。

一、报名提供资料：1、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从业人员或专家
资格证书、从业业绩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2、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3、项目招标代理无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书
（原件）。4、报价函（密封）。

二、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2021年5月21日- 2021年
5月27日上午8：30-下午17：00时。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
北路 30 号宏源证券大厦 5 楼，联系人及电话：吴先生
13006013540。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一、采购项目的名称、用途、数量、基本概况、采购预算：1、名
称：端午节节日慰问品采购。2、用途：节日慰问品发放。3、数量及
分包：一批不分包（详见采购需求书）。4、基本概况：南国都市报-
南海网采购端午节节日慰问品，其他详见《采购需求书》。5、采购
品种及数量：3200个粽子。6、采购预算：单价限价15元/个（含包
装盒含税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限价的报价，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投标单位资质要求：1、具有法定资质条件和一定经营规
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如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
如有经营业绩需附相关证明材料）。2、供方提供的产品必须严
格按照标书的要求及厂家合格证。3、必须对本项目内所有的内
容进行响应，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响应，否则视为无效
报价。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应提交的文件：1.营业执照原件(现场核对后归还)及副本

复印件。2.报价文件（含配送方式，须加盖公章）。3.供应商单位
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四、交货事项:1、交货时间：2021年6月2日-2021年6月11
日。验收：由校方及供货方共同对商品按合同要求验收。2、付
款方式：收到发票后的15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供应
商支付货款。

三、报名时间、地点:1、报名日期：2021年5月18日至2021
年5月26日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逾期将不予受
理。2、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8楼管理中心。
3、咨询电话：李第玲 0898-66810592 18689877769。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都市报分公司

2021年5月17日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2021年端午节节日慰问品采购询价公告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8号之一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中金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杨京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海南中金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杨京利名下的位
于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73 号宝华海景公寓 1 号楼 6 层
A0606房【不动产权证号: HK327415】依法享有顺位在先的
担保物权，且本案中已轮候查封了上述涉案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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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联系人:钟小兰
联系方式: 0898-36689528

86年前，贵州遵义，中国共产党
人在最危急关头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
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实现从挫折中奋
起的“伟大转折”。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遵义调
研考察，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
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雄关漫道真如铁”，历史烟尘中
的一个个红色印记，讲述着“伟大转
折”的惊心动魄；“而今迈步从头越”，
时代答卷中的一次次艰难求索，凝结
着“转折之志”的憧憬期待。

伟大转折点亮真理光芒

【红色历史·“转折之城”】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1935

年，红军长征在此转战3个月，彪炳史
册的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四渡赤水
出奇兵的传奇在这里流传，毛泽东也
在这里挥毫写就了“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传世名作。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一幢砖
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临街而
立。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
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
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
关的转折点”。

【红色足迹·遵义会议会址和遵
义会议陈列馆】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
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遵义。他参观
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

按当年场景布置的会议室里，挂着
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近平
总书记走近仔细观看：“遵义会议作为
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
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
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
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回想起在遵义会议陈列馆为总
书记做讲解的情景，讲解员张中俞仍
然很激动：“总书记频频询问，‘乌江
渡口还是原貌吗？’‘遵义原来有没有
革命活动？’……”“总书记说我讲得
很好。他叮嘱‘要给大家好好讲，告
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张
中俞说。

【红色基因代代传】
如今，遵义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关

注度最高的目的地之一。据统计，
2015年以来，遵义已接待红色旅游游
客近2.4亿人次。人们在旅途中聆听
党史，在行走中感受红色文化，缅怀
先辈英雄事迹，重温激情燃烧岁月。

遵义市组建了“红色义务宣讲团”、
“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队伍，举办“行
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全国巡展等活
动，不断讲好遵义故事，将“红色种子”
播撒到更多地方。

娄山关脚下，娄山关红军小学将
“独腿将军”钟赤兵的传奇故事写进
学校的红色课本，搬到德育陈列馆。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我
最喜欢讲一条腿走完长征路的钟赤
兵爷爷的故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
雄，我要学习他坚毅的精神。”娄山关
红军小学学生、小宣讲员马兴蕾说。

红色故事传承不变初心

【红色历史·“红军菩萨”】
“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

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干人’有了
救命王。”红军在遵义每到一地，都要

打开地主、富户粮仓，把粮食分给穷
苦百姓。

在遵义，“红军菩萨”的故事流传至
今。为百姓治病解难的红军卫生员龙
思泉，在寒风肆虐的冬日，焐热了穷苦
人们冰冷的额头，却被敌人残忍杀害，
乡亲们含着眼泪将他安葬。岁月沧桑，
这座位于红军山烈士陵园的红军坟，如
今每天仍有很多人前来祭奠。

【红色足迹·遵义花茂村】
2015年6月，习近平来到遵义花

茂村考察。这个村过去是贫困村，原
来叫“荒茅田”。这些年，脱贫致富成
效显著，改名为“花茂”，寓花繁叶茂
之意。

在经营农家乐的村民王治强家
中，习近平进房间、看院落，同村民们
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
哭还是笑。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
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
还要完善和调整。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治强记忆
犹新：“总书记进来看我的房子，说建
得不错，问我生意好不好，让我要带
领乡亲们发展。”

【千年贫困今朝解】

由于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产业发
展受限，革命老区遵义长期受到贫困的
羁绊。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号
角在黔北大地吹响。2020年3月，遵义
在贵州率先实现整体脱贫，累计减少农
村贫困人口151.38万人。据统计，近5
年来，遵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
别增长8.3%和9.7%。

王治强说，这几年，来花茂村的
游客越来越多，今年春节以来，光是
他的“红色之家”农家乐，一个下午就
接待30桌客人，太忙的时候，他会雇
村里人来帮忙。“过上现在的好生活，
大家天天都乐呵呵。”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做大做
强遵义都市圈，形成核心增长极，奋
力建设红色传承引领地、绿色发展示
范区、美丽幸福新遵义。”遵义市委书
记魏树旺说。

以“转折之志”谱写发
展新篇章

【红色历史·强渡乌江】
乌江，贵州人的“母亲河”，也是一

条“英雄河”。悲壮的湘江战役后，红军

进入贵州，来到乌江岸边。1935年1月
初，中央红军在贵州江界河、茶山关和
回龙场等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砍
竹子、扎竹筏、搭浮桥，突破乌江天险，
挺进遵义城，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赢得
了时间、空间，奠定了基础。

【红色足迹·乌江岸边】
2021年2月，牛年春节即将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调研。
乌蒙深处，乌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陷
入了沉思：“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
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的党，从成立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
在了党的旗帜上。革命、建设、改革一
路走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党依靠人
民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了多少奇
迹，取得了多少丰功伟绩，不容易啊！
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继续
努力，继续前进。”总书记深情地说。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遵义市余庆县花山苗族乡回龙

村与乌江相依相偎，站在村口的半山
腰上，便可远眺蜿蜒的乌江水。偏远
闭塞的回龙村过去是贫困村，连一条
水泥路都没有，农民纷纷跑到省外打
工谋生。“这几年，村民组都通了水泥
路，回龙村大力发展白茶种植，家家
有茶园，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花山乡纪委书记杨黔龙说。

乌江两岸独特的土壤环境和自然
生态，造就了余庆茶“干净”的品质。目
前，余庆已建成20多万亩高品质“干净
茶”生产基地，茶叶远销海内外。2020
年，全县茶叶产量6637吨，产值5.78亿
元，惠及约四分之一人口。

走进位于新蒲新区“中国辣椒
城”的遵义德庄食品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加工车间，机械手装箱、码垛机器
人引人注目，自动流水线上，各种辣
椒制品一箱箱投放进库房。

“遵义是重庆德庄公司对外发展
的第一个精深加工基地。”遵义德庄
公司总经理岳钦松说，2020年8月公
司正式投产，今年将实现产值2亿元，

“我们有信心在遵义构建起农、产、销
相互联通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三产融
合发展”。

“遵义会议精神时刻引领并激励
着我们，以饱满斗志和必胜决心，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魏树旺说。

（新华社贵阳5月20日电 者王
丽 李惊亚）

“转折之城”，满满“转折之志”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贵州篇

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八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推动配备交通医疗急救箱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周圆）交通运

输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推广普及交通医疗急救箱伴行计划的指导
意见》，力争“十四五”期间逐步在交通运输客运场
站普及配备交通医疗急救箱，推动交通运输从业
人员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显著提升。

指导意见明确，鼓励具备急救知识技能的公
众在交通运输场站使用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对急危
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并为救助人自愿实施
急救行为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推动营造学急救、
会急救、用急救的社会新风尚。

指导意见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坚持属地主
导、行业推进，统筹谋划、先行先试等基本原则，通
过统一建设标准规范、统一标识标志规范、建立人
员培训制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建立维护管理制
度、建设完善服务平台，逐步实现预期工作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
启动畜牧法执法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促进我国畜牧业转型升
级，推动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启
动畜牧法执法检查。

记者从20日在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畜
牧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为提高
执法检查整体实效，此次采取执法检查组赴地方
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6月至7月上旬，各检查小组将分别赴内蒙
古、吉林、湖南、四川、云南、青海等6省（区）开展
实地检查，同时委托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
东、重庆、宁夏、新疆等8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
本行政区内畜牧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据了解，执法检查组将重点检查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情况、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和
发展畜牧业生产情况、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情况、法律
责任落实情况、畜牧法配套法规规章制定情况等。
在组织实施畜牧法执法检查过程中，执法检查组还
将同步就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开展执法调研。

国家赔偿标准
每日提高26.35元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陈菲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日分别公布了
新的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73.10元。

新标准适用的是2020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
工资标准，自今年5月20日起执行。

国家统计局5月19日公布，2020年全国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为97379
元；日平均工资为373.10元。这一数额比去年的
346.75元多了26.3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
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