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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租海口（含市郊）仓储用房
面积 2000-4000m2，产权清

晰，无法律纠纷，交通方便，周边

环境安全，租期 5年以上。

联系电话：13178998808

通 告
我行定于 2014 年 04 月 20 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

级，20 日凌晨 3：00--7：30 之间我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停
止对外服务，20 日凌晨 3：00--3：20， 以及 6：00--6：30 之间
我行 ATM、POS、自助终端停止对外服务。 由此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咨询电话：955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14年 4月 19日

1.项目名称：二期工程智能化系统设计。 2.招标人：海南中远博鳌有限
公司。 3.招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综合布线系统(PDS)、计算机网络系统、无
线网络系统、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CATV)、客房控制管理系统、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会议系统、安全防范综
合管理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入侵防盗报警系统、电子巡更系
统、无线对讲系统、公共广播系统(PAS)、建筑设备监控系统(BAS)、一卡通管
理系统、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弱电防雷接地系统、弱电机房工程、UPS、EPS
电源系统、弱电综合管路等。设计工期: 45日历天。4.投标人资格要求：①具
有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资质甲级的企业。②近 3年内完成过 2个以上
五星级标准酒店的智能化系统设计。5.招标文件获取：2014年 4月 21日至
25日 8:30~18:00，二期工程项目部。 6.报名要求：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持
法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函报名。 报名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等副本，来琼备案证。7.文件售价：500元。8.发布媒介：《海南
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9. 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联系人： 付工 0898-
62966287。 监督电话：0898-62691585。 投诉电话：0898-62966012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 二、工程名称：二期项目施工临
电及员工宿舍箱变设备及安装工程。 三、建设地点：海南琼海博鳌。 四、工
程概况：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五、招标范围：二期项目建设施工临时用
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员工宿舍新增箱变设备及安装工程。五、承包方式：施
工总承包：总价包干，包设计、包报建、包设备/材料的采购供货；包安装施
工，包装表、包产品及施工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竣工验收、包送
电，为交钥匙工程。 七、工期：中标通知书之日起计，35日历天内竣工验收
并送电。八、报名要求：1、具备投标条件的独立法人；2、电力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及以上或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或送变电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及以上或电监会承装类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及
以上资质的企业；3、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4、省外企业须在本省设
有分公司并已办理入琼备案手续。八、文件获取时间：2014年 4月 19日-
23日，每日 8:30-18：00地点：二期工程项目部现场办公室，文件售价：500
元。 九、发布媒体：海南日报、中国招标与采购网。 联系人：付工 0898-
62966287。 监督电话：0898-62691585。 投诉电话：0898-62966012

招标公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保土环资告字[2014]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使用权规定》（第 39号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位于县电视塔东南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申请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投标的，按照规
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2.具有以下行为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招标出让活动：（1）在保亭县范围
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县有闲置土地、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
标准者得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竞投咨询及竞投申请：有意投标者可于
2014年 4月 19日至 2014年 5月 8日到保亭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查询
和购买《保亭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 投标申
请时间：2014年 4月 19日至 2014年 5月 8日 16：00时 (北京时间)。
五、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人民币 1000万元，申请人在提交竞投申请

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保亭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入账为准）。投
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六、资格确认：经
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 2014年 5月
8�日 17：00时(北京时间)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招投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4年 5月 9日上午 9：00时至 2014年 5月 9�日上午 9：30
时(北京时间)投标。 开标时间：2014年 5�月 9�日上午 9：30时(北京时间)
开标。 招投标地点： 海口市白龙南路 38号琼苑宾馆主楼三楼 2号会议
室。 八、其他事项：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邮寄、电子邮件及口
头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
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 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 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
13976607840����0898-83666228；联系人：安先生 邢先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 年 4 月 19 日

地块编号
BT-2012-46

地块位置
县电视塔东南侧

地块面积（m2）
8941.22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

容积率（≤）
2.3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50米

投标保证金（万元）
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局航行通告
海口海事航字〔2014〕7 号

海口湾西海岸人工岛一期补充工程
施工作业延期及变更船舶通告

各有关单位及船舶：
海口湾西海岸人工岛一期补充工程水上水下施工作业 （详见海

口海事局 2013 年 10 月 14 日发布的“海口海事航字[2013]12 号”航
行通告）因无法按期完成，现将有关调整事项通告如下：

一、 作业时间：2014 年 4 月 2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每天 24
小时作业。

二、作业船舶：“浙甬海顺 1 号”、“惠实 8 号”、“永裕 168”、“兴和
源 118”共 4 艘船舶，其他事项不变，特此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局
2014 年 4 月 18 日

招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代理单位：吉林省恒一项目
管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八所海事工作船码头工程海域使
用论证。 招标范围：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资格要求：具备海域使用
论证乙级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海洋工程或海
洋地质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 近三年内至少完成过 5 项及以上类似
海域使用论证项目业绩。 文件获取：由法定代表人及拟派本项目技术
负责人本人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至 2014 年 4 月 23 日， 上午 8:30�
至 11:30时， 下午 15：00至 17:00时， 到海口市国贸路中衡大厦 15
楼 D房报名。 报名时须携带材料如下：法人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拟派本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基本帐户开户许
可证、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外省企业同时由分
公司负责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场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省外
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提供原件核查并提交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份）联系人：莫工电话 0898-68501677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代理单位：吉林省恒一项目

管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三亚海事监管综合基地工程海域
使用论证。 招标范围：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资格要求：具备海域使
用论证乙级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海洋工程或
海洋地质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近三年内至少完成过 5项及以上类似
海域使用论证项目业绩。 文件获取：由法定代表人及拟派本项目技术
负责人本人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至 2014 年 4 月 23 日， 上午 8:30�
至 11:30时， 下午 15：00至 17:00时， 到海口市国贸路中衡大厦 15
楼 D房报名。 报名时须携带材料如下：法人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拟派本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基本帐户开户许
可证、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外省企业同时由分
公司负责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场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省外
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提供原件核查并提交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份）联系人：莫工电话 0898-68501677

招标公告

海南省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拍卖会定于 4 月 27 日上午 10：
30在潭门镇富港街公开拍卖：旅游工艺作品十件，其中五小件作
品将采取无底价拍卖。 （展示时间：27日 10：3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27 日 10 时（保证金截止时间）前到
我公司或拍卖现场了解详情索取图录并办理有关竞买手续。

报名地址：琼海市潭门镇加潭街潭门商会办公室二楼（镇政
府大门前）

咨询地址：琼海市嘉积镇元亨街 52 号宜美佳商厦（原烟草
大厦）六楼

联系电话：13198902098（姚先生）13078996968（符先生）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拍卖会
拍 卖 公 告（第 2014-0427期）

鸿坤·山海墅项目（保障性住房部分）施工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 9:00 已在海南省三亚市政务
中心三楼第四开标室进行公开招标， 已按招标文
件确定的办法和有关要求完成评标工作， 评标委
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贵州建工集团
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
期 3个工作日内联系监督部门 0898-88262633。

中标公示

韩国失事客轮遇难者增至 28人

失踪乘客中有 4名中国公民
据新华社首尔 4 月 18 日电 中国

驻韩国大使馆领事部 18 日确认， 韩国
“岁月” 号失事客轮失踪者中出现第四
名中国乘客，为一在韩务工男性。 截至目
前，失事客轮上已确认有四名中国乘客。

协调搜救工作的中国驻光州总领事
馆官员 18 日表示， 随着搜救活动的进
一步展开，不排除在失踪者中发现更多
中国乘客。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要求韩国海警
密切关注有关中国乘客的信息， 尽全力
救援，并第一时间向中方通报最新情况。

此前， 经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领事部

及驻光州总领事馆确认， 失事韩国客轮
上有一男一女两名中国公民，以及一名
中国籍女高中生。

据新华社首尔 4 月 18 日电 （记者
张青）据韩国 YTN电视台报道，截至 18
日 13时， 已有 28人遇难，179人获救，
仍有近 270人下落不明。

韩国救援当局说， 目前打捞到的遇
难者遗体全部来自海面，而不是船内。 韩
联社的报道说， 他们大部分都穿有救生
衣。 韩国海警认为，随着事发海域洋流的
不断变化， 遇难者遗体开始从船内漂至
海面，未来这一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尽管从 17 日开始， 韩国持续投入
了包括 229 名海军在内的 500 余名潜
水员进行搜救，但由于水下能见度低，加
上天气条件恶劣， 搜救工作遇到很大困
难，潜水员未能进入船内实施救援。

18日零时 30 分起， 水下机器人在
事发海域待命，但海警方面表示，由于水
流太急，暂时无法投入搜索，将根据水流
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 当天凌晨， 用于
打捞船只的三架大型起重机船陆续抵达
事发海域， 但考虑到失踪者家属可能会
担心打捞工作威胁船内幸存者安全，韩
国当局目前先着手相关准备工作。

客轮事故发生时
由三副掌舵

据新华社首尔 4 月 18 日电
（记者张青）韩国“岁月”号沉船事
故检警联合调查本部 18 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说， 事故发生时客轮
由三副掌舵， 当时船长没有亲自
出面指挥。

韩媒援引政府官员消息报道

朝鲜删除金正恩姑母画面
张成泽事发后，金敬姬可能主动提出辞职

新华社专电 韩国媒体援引政府
官员消息 17日报道说， 朝鲜最近两次
播出一部纪录片时删除涉及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姑母金敬姬的所有画面。

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一名统一部
官员的话报道， 这部纪录片原先版本
中，金敬姬随同金正恩及其他朝鲜高级
官员于 2012 年 12 月前往平壤锦绣山
太阳宫拜谒，瞻仰她的胞兄、原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遗体。当时正值金正
日逝世一周年。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朝鲜
国家电视台去年 12 月 13 日首次播出

这部纪录片， 随后于今年 1 月 4 日、1
月 5 日、2 月 16 日和本月 15 日重播。
而 2月 16日播出时， 金敬姬的身影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金正恩及其妻子李雪
主拜谒的镜头。这一重新编辑后的版本
15日再次播出。

“我们相信，金敬姬已经被解除她
在朝鲜劳动党内担任的所有职务”，统
一部官员说，只是，不能确认她是否像
其丈夫、原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那
样遭到“清洗”。

朝鲜在这部纪录片首播的同一天
宣布，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同

月 12日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行为判处
原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死刑并
于当天立即执行。 同月 8 日，劳动党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解除张成泽一
切职务并开除出党。

韩方称，朝鲜在“删除官员”方面
有先例。 张成泽被处决后，朝鲜国家电
视台重播的一部纪录片已经删除他的
画面。 朝鲜 2010年 3月处决为货币改
革失败承担责任的原劳动党计划财政
部长朴南基后，同样删除他在所有公开
发布照片和纪录片中的身影。

韩联社报道，金敬姬最后一次公开
露面是去年 9 月 9 日观看朝鲜人民军
一场演出。 张成泽出事后，朝鲜媒体报
道没有提及金敬姬或者她领导的劳动
党轻工业部。 根据朝鲜媒体先前报道，
金敬姬任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书记、中央
部长。

韩国政府内部推测，金敬姬疑似患
有心脏病等疾病，病情较为严重，近段
时间在俄罗斯接受治疗。

另外， 金敬姬 9 日没有现身第 13
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 韩国情
报机构官员说， 金敬姬可能没有当选
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虽然朝方 3 月
11 日公布的当选名单中有 “金敬
姬”， 但这名代议员是在平安北道第
285 号选区当选， 可能只是与金敬姬
同名同姓。 张成泽事发后，金敬姬可能
主动提出辞职。

4月 18日，家属在韩国珍岛
郡彭木港等待救援的新消息。

新华社发

四方会谈就缓和乌紧张形势达成一致

各方同意
解除所有非法武装

据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17 日电 （记
者张淼 王昭）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 17
日傍晚在日内瓦结束，参加会谈的美国、
欧盟、 俄罗斯和乌克兰四方达成一项文
件，同意采取切实步骤缓和乌克兰紧张
形势，在乌克兰恢复安全稳定。

当天傍晚， 与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分别在日内瓦洲
际大酒店举行的两场记者会， 两人分别
指出，与会各方在达成的文件中提到，应
在乌克兰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侮辱性

和挑衅行为， 与会各方强烈谴责乌克兰
境内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 种族主义和
宗教偏见。 与会各方同意解除所有非法
组织的武装， 呼吁人们从被非法占据的
私人和公共建筑物中撤出， 主动从非法
占用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撤出以及主动上
缴武器者应获得特赦。 欧安组织的特别
监督团应协助乌克兰政府和当地社区立
即采取具体措施，缓和该国紧张形势。 美、
欧、俄三方同时承诺支持欧安组织特别监
督团工作，并为该监督团提供监督员。

普京“不希望动用”
对乌动武授权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7
日说，虽然他获得俄议会授予的对乌克
兰动武权力，但是“不希望”使用，而打
算以政治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普京说，俄美之间的信任已经严重受
损，责任不在俄方。 他还批评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曾
“背信”。 普京承认克里米亚地区举行“脱
乌入俄”公民投票期间俄军在当地活动，同
时否认俄军人现阶段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普京当天做客传统电视直播节目
“与普京直接连线”， 回答民众提问，乌
克兰危机为主要话题。

就俄罗斯是否会出兵乌克兰东部地
区，普京说：“我提醒各位，俄罗斯联邦
委员会（议会上院）已经授予总统在乌
克兰动用武装力量的权力。 但是， 我不
希望我会被迫使用这项权力。 我希望我
们将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现在
遭遇的所有紧迫问题。 ”

普京在节目中首次承认， 克里米亚
地区举行脱离乌克兰、 并入俄罗斯的公
投期间， 俄军在克里米亚活动。 俄方先
前说， 当时出现在克里米亚的武装人员
为当地民众自卫队。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金敬姬（左一）资料照片。

4 月 15 日， 在伊朗北部城市瑙沙赫尔，被
害者阿卜杜拉的母亲宽恕行凶者巴拉勒前扇了
他一巴掌。

当日， 在 2007 年一场街头械斗中丧生的青
年阿卜杜拉的母亲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饶恕了杀
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获得赦免后， 巴拉勒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说，他先前劝告朋友们不要随身带刀，“我希望当
初打算带刀的时候有人抽我一记耳光”。

新华社 /法新

一记耳光泯恩仇
伊朗一母亲绞刑架下救杀儿凶手

盼“狱中养老”

美一老人故意抢劫
欣喜被抓

新华社专电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
一名坐牢几十年的老人出狱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
界，甚至考虑重新犯罪以返回狱中“养老”。如今，
这一幕在美国社会真实上演。

沃尔特·翁贝豪恩现年 74 岁，去年 2 月 9 日
闯入芝加哥市郊一家银行实施抢劫。 他没有遮住
脸，手持棍棒走到银行柜台操作员面前，亮出自己
腰间佩带的一把左轮手枪，抢走 4178 美元，然后
驾车抵达附近一家汽车旅馆，静候警察上门。

警察上门后，翁贝豪恩脸露欣喜，迅速举手投
降，令在场的警察目瞪口呆。

原来，翁贝豪恩高中时辍学，做过修理浴缸的
零工，23岁时因运送一辆偷窃车辆而首次入狱，后
来大小犯罪十余次，人生中大多数岁月在铁窗内度
过，而他的第三任妻子亦在他坐牢时去世。他 2011
年出狱，因为没有子女而独居在妹妹送给他的一辆
房车中，平时除了看电视就是画画，颇为寂寞。

他的辩护律师理查德·麦克利斯 17 日告诉
法庭，翁贝豪恩见到律师时的第一句话是，“我只
是想回家”。 片刻之后，律师才意识到，翁贝豪恩
口中的“家”竟是指监狱。

“这无疑是我经手过的最令人悲伤和不安的
案件，”律师麦克利斯说。

首席检察官莎伦·费尔利说， 法官面临两难：
如果判处翁贝豪恩监禁， 这似乎更是奖赏而非惩
罚；如果宣判释放翁贝豪恩，又担心他继续犯罪。最
终，法官莎伦·约翰逊·科尔曼判处他 3年半监禁。

这名检察官质问：“社会体系是否辜负了翁
贝豪恩？他无法在狱外过上正常生活，是否出于他
本人意愿？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