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最近袁琼山区
志愿者的智能手机里多了一个新的应
用要要要野琼台福地冶APP遥今年来袁琼山
区顺应野互联网+冶新形势袁创新举措遥
在野琼山福地冶手机客户端开辟野公益
琼山冶栏目袁发布志愿服务信息袁实现
志愿服务的常态化遥 4月 14日已正式
上线发布袁得到众多志愿者的好评遥
据悉袁实用尧方便尧智能是野公益琼

山冶的三大特点遥 依托该平台袁志愿者
可注册登录袁 了解最新活动信息并报
名参加袁展示志愿者风采遥

志愿者根据邻里守望之星数
量袁 可在琼山区博桂社区 野爱心超
市冶 兑换相应物品遥 10颗星可兑换
牙刷尧 毛巾或者香皂等曰20 颗星兑
换洗发乳尧沐浴露尧护肤乳等曰50 颗
星可兑换 1L 豆油尧10 斤大米遥 还可
以用 10 颗星兑换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供应的平价菜 1 斤遥

琼山区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陈嘉
奋介绍说袁 随着市民参与热情的增
加袁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袁需要整合
社会资源袁依托府城志愿服务联盟袁
建设统一的管理服务平台袁 进行制
度化尧规范化尧常态化管理袁便于志
愿者操作袁 实现志愿服务智能化管
理遥 志愿者已经成为我区经济社会
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袁成为野全民公
益 温暖琼山冶的公益品牌遥 相信今
后将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志愿者的
行列遥

海口琼山区创新志愿服务制度

“公益琼山”上线
展志愿者风采

未经村民同意就占田修路？
定安县定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院已通过置换方式给村民重新划分

5 月 8 日上午袁 在美钗坡村
村民带领下袁 记者来到已经开始
施工的路面遥 在原来路面的基础
上袁进行路面拓宽袁因此占用了一
部分农田遥有村民认为袁政府要修
路是好事袁 但因修路使得土地资
源被占用袁虽进行了置换袁但这个
过程没有经过四队村民的同意袁

是队长擅自同意置换土地袁 因此
不符合规定遥

对于村民的这一质疑袁 美钗
坡村委会朱主任表示袁 当初定城
镇政府和县水务部门牵头修路袁
涉及到占用旁边土地袁 当时有征
地和置换两种方式袁 考虑到被占
用的土地面积较小袁只有六分地袁

如果做征收处理袁 将走很长时间
的一段程序袁手续非常麻烦袁因此
他建议采用置换的方式袁 给被占
用土地的四队换一块面积同等大
小袁也同是水田的土地袁简单快捷
有效地解决了土地问题袁 使道路
能早日修好遥
镇政府一工作人员解释袁 被占

用的土地属于集体土地袁 采用置换
方式给四队村民重新划地袁 没有侵
害村民利益袁 仅需四队法人代表林
某某签字盖章同意即可袁 程序上并
不违反规定遥 他也希望村民能理解
政府修路的初衷是为了使当地蔬菜
瓜果更有效地运出袁 帮村民走上致
富道路遥

广告款抵房款房产公司不兑现？
万科公司院只是框架协议 未产生实际作用

商报讯 渊驻三亚记者 柴彦明 张宇博冤近
日袁 海南三邦文化传媒公司向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反映说院野我们双方签署了协议袁 我方给万
科打广告袁 广告款以我方购买万科的两套房产
的剩余房款来冲抵袁 目前我们已经支付了此前
约定的 30%房款袁共计 100多万元袁可是万科既
不打广告袁也迟迟不交房遥 冶

据了解袁2014年 7月 31日袁 海南三邦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与海南诗波特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了叶万科项目广告发布业务意向合同曳袁合同有效
期自 2014年 8月 1日至 2016年 7月 31日遥 在
双方签订的 叶万科项目广告发布业务意向合同曳
中显示袁第 1.2款约定袁双方在平等尧互惠尧互利
的原则下袁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投放广告袁具体投
放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签署广告发布合同进行
约定遥2.1付款方式约定院本合同所约定广告款项
以乙方购买甲方万科湖畔度假公园三期 4号楼

B****号和 B****号房剩余房款冲抵遥
海南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部负责

人贾某在对此表示院野此前与该公司签订的是意
向合同袁属于框架协议袁没有交易标的袁具体的广
告合同还需要双方另行签署合同遥购房合同与框
架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袁 两者并不相关
联遥 如果双方明确了详细的广告协议袁那么框架
协议中的约定是对广告款项用途做了约定袁是对
广告公司对这笔款项使用的一种约束遥此前该广
告公司多方催我公司打广告袁但是我们没有这方
面需求遥目前该公司已缴纳了两套房产 100多万
元的房款袁还差 230万元左右未交齐袁我们双方
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生效遥 对方迟迟不交全款袁
我公司已多次发函催款遥 若对方仍不交款袁我方
将按照购房合同约定予以处理遥 冶
该公司律师表示袁此事属于合同争议袁建议

双方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遥

商报讯 渊驻三亚记者 张宇博冤 3
月中旬袁来自北京的兰先生曾在三亚
懒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车袁 还车
回到酒店后袁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遥
兰先生仔细回想袁 觉得有可能是落在
了所租的汽车上遥 虽然还不确定袁但
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租车
公司电话袁 没想到工作人员到车上仔
细检查后袁 在汽车后座的夹缝中发现
了兰先生丢失的手机遥野很感谢他们帮
我找到手机遥 冶兰先生说袁希望就此向
该租车公司表示感谢遥
据了解袁 在三亚懒人行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秉承着诚信经营的理念袁运
营 2年多来屡获好评遥如今袁公司名下
已有 30多部车辆袁无外来挂靠车遥 除
汽车租金外袁 押金均是使用信用卡预
授权袁此外还为客人提供免费洗车尧免
费接送机等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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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袁海南海商报业集团拟对财
务软件采购项目进行招标袁诚邀合格投标人
参与投标遥

一尧项目名称院海南海商报业集团财务
软件采购

二尧招标方式院公开招标
三尧招标内容院财务软件采购尧安装尧培

训尧维护服务等遥 渊具体参数尧技术规格与要
求可联系索取冤

四尧采购单位院海南海商报业集团
五尧资质条件院
1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袁营业执照尧税务

登记证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各种合法有效证
件遥 招标内容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遥

2尧 必须具有生产或供应所招标产品的
资质及能力袁具备良好的企业信誉袁必须有
完善的售后服务机构袁必须遵守相关法规遥

3尧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袁不得分包
及转包本项目遥

六尧报名截止时间及所需资料院

报名时间院 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1 日
前袁逾期不再受理遥

提交资料院
渊1冤投标报名申请表渊可联系索取冤曰
渊2冤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渊如非法人代表

本人参加冤曰
渊3冤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曰
渊4冤营业执照尧组织代码尧税务登记副本尧

软件产品质量管理 CMMI 认证证书尧销售授
权委托书等复印件遥

七尧报名方式院
在招标单位报名或上述资料加盖公章的

电子扫描件发送至 154159674@qq.com
八尧开标时间尧地点院待定遥
招标单位联系部门院 海南海商报业集团

行政办公室
地址院海口市龙华路 15号财盛大厦 25楼
联系人院唐伟杰
联系电话院0898-66203499

财务软件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岛事/重点

汽车后座夹缝
找到失主手机
三亚一租车公司拾金不昧获好评

“三脚猫”海口街头上演“生死时速”
横冲直撞抢道揽客 严重扰乱交通秩序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谁来管管钥

商报讯渊记者 李兴民冤日前袁定安县定城镇美钗坡村委会四队的村民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
线反映袁队长林某某在未经多数村民的同意下袁涉嫌擅自盖章同意将村里的六分地用于修路遥对此袁
美钗坡村委会村干部和定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修路属于
当地政府对高秀洋农田进行整治基础建设的一部分袁被占用的农田是集体土地袁已通过置换的方式
给四队村民重新划分袁没有侵害村民利益袁因此美钗坡村委会四队队长的做法并未违反规定遥

商报讯 渊实习记者 柯育超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野这些三轮车就
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袁平常很少看到袁但一到周末和节假日袁就全出现
了遥冶近日袁居住在海口市坡博路附近的市民王先生向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反映称袁在坡博路和博巷路上袁有许多野三脚猫冶非法运营袁严重影
响交通袁希望政府能够彻底治理袁给市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遥

昨日上午袁 记者先来到海口坡博
路袁 在大润发龙昆南店停车口能看到袁
除了几辆出租车候客和等人的私家车
外袁还停放着十余辆三轮车袁车主们在
车上悠闲的聊天着遥有些三轮车车主一
看到有市民从大润发出来袁便迅速地尾
随其后袁急匆匆地揽客遥 在一旁等人的
私家车车主告诉记者袁这些三轮车经常
出现袁而且不遵守交通规则袁想在哪拐
弯就在哪拐弯袁 想在哪停就在哪停袁有
时一不注意就要撞到人的样子遥
记者采访时发现袁一些三轮车因为

停在人行道旁袁 过往的车辆只能避让袁
甚至是借对向车道行驶袁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遥对此袁许多市民表示很无奈袁王

先生说院野这些三轮车非常混乱袁要是远
处看到有人需要坐车袁他就直接拐过来
或加大油门冲过去袁完全不管交通规则
就拐过去袁乱停乱占袁甚至有时候两辆
三轮车为了抢客而上演耶生死时速爷袁挺
不安全的遥 冶随后记者跟随王先生来到
了博巷路袁发现此处三轮车非法运营现
象也较严重袁 而且此处道路也十分拥
挤袁如果三轮车在路边停放等客袁那过
往的车辆务必要野小心翼翼尧时刻保持
警惕冶遥 王先生说院野在道路上已载客的
三轮车为赶时间多拉快跑尧 超速行驶尧
见缝就钻曰未载客的三轮车袁为抢客招
手即停袁争道抢行袁随意调头袁严重扰乱
交通秩序遥 冶

对于非法营运三轮摩托车猖獗现
象袁一些市民认为是公交线路不够尧打
车难等造成的袁 因为公交车只沿公路
沿线停靠袁三轮车就野提高冶服务内容袁
直接把乘客送到村内或居住地袁 这也
成了部分市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曰
也有一些市民则认为是执法部门打击
不够遥市民担忧袁非法营运的三轮摩托
车虽然解决了一部分市民的出行难
题袁但如果放任其在辖区内横行袁不仅
隐患很大袁 而且将给辖区内的交通秩
序和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遥 因此市民
们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规范管理三轮

摩托车袁 同时增加相关路线公交车的
投放遥

据了解袁在叶海口市三轮车管理规
定(修订草案)曳中袁通过野以点带面冶的方
式袁对限行范围内的三轮车进行规范化
管理袁严厉打击非法营运遥 海口野双创冶
火热进行时袁如果任由三轮车这样视若
无睹的非法运营袁那岂不笑哉钥 这些三
轮车不但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袁更严
重的是埋下了安全隐患遥 如今袁交通文
明是野创文冶的重要内容之一袁不能熟视
无睹袁政府能够彻底治理袁给市民一个
安全的出行环境遥

银龙昆南大润发旁正在等客的三轮摩托车

银坡博路上随意停放的三轮摩托车

三轮车为抢客上演“生死时速”

市民呼吁严打非法运营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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