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勒斯坦两大派别达成和解
两派同意在未来 5 周内组建联合政府 以色列决定取消原定的以巴和谈磋商

据新华社加沙 4 月 23 日电 （记者
陆佳飞 吕迎旭）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
尼亚 23 日宣布，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总
统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 当天达成一份旨在结束巴内
部分裂的和解协议。

哈马斯和法塔赫当天结束了为期两
天的和解会谈。 哈尼亚在会谈结束后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巴两大派别已
就实现内部和解达成一份协议， 同意在
未来 5周内组建联合政府， 并由巴勒斯
坦总统阿巴斯确定大选日期， 在联合政
府成立后 6个月内举行全国大选。据悉，
届时总统选举、 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及巴
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将同时进行。

哈尼亚强调， 此次达成的和解协
议旨在执行此前已达成的开罗和解
协议和“多哈宣言”，其中包括成立
一个联合委员会讨论改革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双方释放政治囚犯以及推
动巴勒斯坦社会自由等。

法塔赫代表团负责人艾哈迈德对记
者说， 法塔赫希望此次达成的和解协议
能够真正实现巴勒斯坦两派别之间的合
作关系。

对于当前陷入困局的本轮巴以和
谈，艾哈迈德表示，法塔赫和哈马斯均反
对在没有明确的谈判指导方针的情况下
延长本轮巴以和谈。哈尼亚说，两派别授
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26 日开会讨论和
谈结束后巴方将采取的应对措施。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4 月 23 日电
（记者孟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23 日晚
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方面决定取消原定
于当天晚间进行的以巴和谈磋商。

以色列的这一声明是在巴勒斯坦
两个主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
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宣布达成内部和解
后发布的。 法塔赫和哈马斯 23 日同意
在 5 周内组建联合政府， 并随后举行
巴勒斯坦大选。

另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

列安全内阁将在 24 日举行会议， 商讨
法塔赫和哈马斯和解后的局势。

据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

就此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进行了电话沟
通。《国土报》援引一位以色列官员的话
说，美国只有在巴方承认以色列国，宣布

放弃武力并承认此前法塔赫政府所签署
的所有协议的基础上， 才会承认法塔赫
和哈马斯达成的和解协议。

4月 23日，在加沙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负责人阿扎姆·艾哈迈德（左）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中）及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手牵手合影。 新华社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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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通告

洪逸鸣持道客社区居委会《证明》和原海口市国土规划管理
局缴交罚款证明向我局申请办理土地确权手续， 根据 2009 年 8
月市局《重大事项集体会审表》意见，我局依法对该地进行土地权
属调查，现就权属异议征询如下：

该地块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新村（即龙昆南路鸿源加油站旁），
四至为：东至乔海房地产公司，南至路，西至陈锡高宅，北至龙昆南路，
土地面积 150.73㎡，属国有划拨土地，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 15 天内，以书
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申诉， 逾期不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
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 年 4 月 21 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三亚市实验小学新建综合楼项目（二次招标）施工招标
招 标 人：三亚市教育局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占金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泽森
第三中标候选人：万宁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项目经理：洪玉松
开标时间： 2014 年 4 月 24 日 9：00 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市行业

行政主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 标 人：三亚市教育局
二 0 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美苑小学项目。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项

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建筑面积：11186.09m2，地上 5层。 计划工期：180
日历天。采用 EPC总承包模式，招标范围：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监理
招标范围为施工及保修阶段的全过程监理。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PC总承包标段：单一投标人应
同时具备建筑工程设计甲级或以上资质、 工程勘察甲级或以上资质和房
屋建筑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联合体投标，应由具备房屋建筑施工
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的作为牵头人联合组成， 联合体投标单位不得超
过 3家。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注册人员，项目经理具有建
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且不允许担任其它在施建设工程
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具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勘察负责人具有国
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 监理标段：申请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
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 项目总监须具有房建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资
格。 具体事宜详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联系人：袁工 65379105

遗失声明
海南岛宝达钓鱼渡假村有限公司遗失由万宁县国土管理

局与万宁县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坐落于万宁市龙滚镇分洪口南
侧的国土地使用权证三本、用地规划许可证二本、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一本———证件号为：(万宁县)国用（1993）字第 912
号、(万宁县)国用（1993）字第 913号、(万宁县)国用（1993）字
第 914 号；万建地规（93）第 64 号、万建地规（93）第 65 号；
万建地规（93）第 228号。 现登报声明作废。

海南岛宝达钓鱼渡假村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4年 5月 4 日 9:30 时于我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万宁市人民法院（1998）万执字第 58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的第一项位于“万宁市万城镇建设南路东
侧的一格三层房产”权益。（该《民事裁定书》中的评估及抵债
价与本次拍卖价无关）以上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 竞买保证
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有
意竞买者请于 2014年 5月 3日 16:00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以报名
截止时间前，全款到账为准。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
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 A栋 201室。 电话：0898-66594962

中标公示
屯昌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拟建的屯昌县南吕镇岭尾洋基本

农田整理项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进行了公开招标， 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
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施工标：
①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②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③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监理标：
①广东华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②海南容德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③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 可于中标公示发布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屯昌县

监察局投诉，投诉电话：67812738。

铺面招租
海口市海秀东路 2 号兴润达广场二楼， 面积 1，845m2，

因合同期满，现对外招租，该铺面东临海口宾馆，西临望海国
际广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有手扶梯、观光电梯、运货电梯
直达，有大型停车场。商场拟经营服装、服饰、餐饮等，欢迎前
来洽谈，谢绝中介。

联 系 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13907575807����0898-66790569

����������������������������������������������������海南兴润达实业有限公司
二 O 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儋州市人民法院（2013）儋法执字第 80 号等执行裁定书，经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 受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的委托， 第二次拍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那恁
安置区 E22 号房地产，参考价：106.1 万元，竞买保证金：20 万元。现将
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 拍卖时间：2014 年 5 月 13 日 10:30；2、拍
卖地点： 海口市世贸中心 D 座 2101-02；3、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年 5月 9日 17:00前到账为准；4、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及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 17:00 止，逾期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 012 号。 7、特别说
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68571258�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23882950�林法官

201401期
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 009 号
根据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浦中执字第 5-27 号执行

裁定书，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委托，关于海南美安居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与海南豪劲实业有限公司、朱林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确定
由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亿能拍
卖有限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的财产进行公开第二次拍卖：被执行人
海南豪劲实业有限公司名下豪富大酒店（位于海口市机场路与南宝路
交叉口）中的 12722.2 平方米房产（HK015057 号权证下的房产）及相
应土地使用权。

参考价：59234564元，竞买保证金：10000000元。
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 拍卖时间：2014 年 5 月 13 日下

午 15时整；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 59号正昊大厦 22 楼海南天
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3、 标的展示及咨询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 年 5 月 12 日

上午 12 时前到账为准；5、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5月 12日下午 17时，逾期将不予办理；6、缴纳保证金单位名
称：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 工行儋州中兴支行， 账号：
2201031229826405990；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南二中法
拍字第 009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1）、瑕
疵详见《委托拍卖标的物瑕疵说明及要求》；（2）、过户税、费按国家
规定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主拍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59号正昊大厦 22楼
联系电话：0898-68555961；13036099114
协拍单位：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 C座 703室
联系电话：0898-66512838；13086089366
协拍单位：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 5号国贸中心 21C
联系电话：0898-68559156；13807689508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联合拍卖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确权异议征询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4]115 号
������海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向我局申请确定 2 宗用地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具体坐落、四至、面积详见下表：

如对上述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我局地籍处提交有效权属证件并书面提出申诉， 逾期视为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办理土地确权登记手续。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 年 4 月 23 日

土地使用权人 序号 坐落 四 至 面积（平方米）
东至海口鸿昌兴投资有限公司；南至
金宇路； 西至海南商城贸易有限公
司；北至海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
东至海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南
至金宇路；西至海口鸿昌兴投资有限
公司；北至海口鸿昌兴投资有限公司

327.663

234.24

1

2

海南省轻
工业品进
出口公司 海口

市金
宇路
北侧

海口
市金
宇路
北侧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68720581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竞 租 公 告

受委托，对下述标的物进行公开竞租：1、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 8
号市海洋环境检测中心办公楼首层 1 号铺面；2、 位于海口市海甸三
西路 25 号 1、2 号铺面；3、 位于海口市文明西路 8 号临街铺面；4、位
于海口市文明中路勤工俭学大楼首层 1 号铺面；5、 位于海口市义兴
街 184号整栋房，公告如下：

一、报名及标的物展示时间：2014 年 4 月 25 日—2014 年 5 月 4
日上午 11时止。

二、竞租时间： 2014年 5月 5 日上午 9:30 时。
三、报名及竞租地址：海口市国贸路 13 号森堡大厦海南南方拍

卖有限公司七楼拍卖厅。 电话：66531951 68539611
四、本次竞租铺面按现状净价竞租。 有意竞租者，请前来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租手续。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查封公告

（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 11-16号
本院以（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 11-2 号执行裁定、（2014）

海南一中执字第 11-9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 海南一中执
字第 11-1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 海南一中执字第 11-12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 11-13 号协助执行
通知书，查封位于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 366 号天山丽田度假山
庄 A1#1105、1106、1112、1003、1004、1005、902、903、904、905、
802、803、810、704、705、708、410 号 、A2#1002、1003、1004、902、
904、804、805、702、605、606、412、208、209、210、211、212、408、
409、410、411、508 号 、A3#1 单元 1005、1004、1003、1002、902、
903、904、905、804、805、806、602、604、605、502、503、504、505、
506、302、304、305号共计 60套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上述
房地产已由五指山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和五指山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协助本院登记查封，查封期限为二年，其中 A2#208、
209、、210、211、212、408、409、410、411、508 号 10 套房产查封期
限自 2014 年 3 月 25日至 2016年 3 月 24 日止，其余 50 套房产
查封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10 日至 2016年 4 月 9日止。在上述期
限内，非经本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被查封的房地产
有转移、隐匿、损毁、变卖、抵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否则，
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如对上述被查封的房地产有异议
的，应当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财政厅颁发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通告
根据有关规定，我厅依法颁发了如下《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上述公司原先分别持有的第 00056554号和第 00056505号《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依法予以收回。
邮政编码：570105 联系人：吴先生
现予通告

2014年 4月 25日

机构名称

壹亿元
人民币

业务范围 营业地址 机构编码 证书编号注册资本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 兼营诉讼保全担
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
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45号银通国际中心大厦
第十三层北区

琼 A00008 00056604
海南金欣担
保投资有限
公司

有效期限

至 2019年
4月 7日

伍仟万元
人民币

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
41号 10楼 1001房 琼 A00019 00056605海口海交担

保有限公司
至 2019年
4月 12日

金正恩指导女兵发射火箭弹
朝鲜中央通讯社 24 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日前在朝鲜人民军第 851 部队指导火箭弹
发射训练。

报道说，金正恩在第 851 部队指导由女兵参演的
多管火箭弹发射训练。 训练中，金正恩直接下达指令，
要求已部署的女兵部队快速转移。朝中社描述，在得到
指令后， 女兵部队快速转移重型发射器至预定发射位
置， 进入新的发射状态。 在最高领导人下达发射指令
后，女兵部队按指令发射火箭弹并击中目标。

训练后，金正恩与女兵合影留念，对训练结果表示
满意并予以高度评价。 朝中社没有说明视察的具体时
间和地点。

这张朝中社 4 月 24 日提供的照片显示， 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与女兵合影留念。

新华社 /朝中社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最新全球信息技术排名

中国香港跻身前十
据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23 日电 （记

者刘美辰 王昭）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
界经济论坛 23 日发布《2014 年全球信
息技术报告》称，芬兰是世界上信息与
通信技术发展和使用程度最高的经济
体，随后分别是新加坡、瑞典、荷兰、挪威
和瑞士。 中国香港从去年的第 14 位升
至第 8位，跻身前十。

该报告通过“网络就绪指数”对全
球 148 个经济体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成效进
行评估及排名。 这一指数重点评估信息
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 获取成本及确保
最优使用的必要技能、政府、企业和个人
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纳程度和使用情

况、 商业和创新环境以及政治和监管框
架、 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等方面。

从整体排名情况看， 排名前 20 的
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占绝大多数，其中
美国较去年上升两位，排名第七。

另外，报告显示，很多大型新兴经济
体在充分释放数字化潜力方面仍需努
力。 虽然在网络连接和数字化规模方面
都有提升， 中国内地的信息技术增长步
伐略慢于全球其他经济体， 排名下滑至
第 62位。

金砖国家中，俄罗斯排名居首（第 50
位），其次分别为中国、巴西（第 69位）、
南非（第 70位）和印度（第 83位）。

刚果（金）一火车出轨
至少 60 人丧生

新华社金沙萨 4 月 23 日电 （记者王博）刚
果（金）国家铁路公司官员 23 日向新华社记者
证实，一列火车 22 日在该国东部地区出轨，造成
至少 60人丧生。

这名官员说， 这列由卡米纳前往姆韦内迪图
的货运火车在卡通戈拉大桥附近出轨。 一位幸存
者说，事故发生处是大桥附近的斜坡，当时感觉火
车头和车厢都在颤抖。 在火车出轨、车厢倾覆的瞬
间，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自己推出车外，救了自己。

当地媒体报道说， 因为有一些死亡者遗体被车
体掩埋，尚未挖出，事故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

对中国石油天然气管线管

美维持增收“双反”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3 日电 （记者郑启

航）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3 日作出日落复审裁
定， 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管线管征收
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双反”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 该委
员会认为取消对从中国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管线管
征收“双反”关税，可能导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再
度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政策程序，由于美国商务部此
前已作出日落复审的肯定性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当天的裁定表明，美国将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石油
天然气管线管征收“双反”关税，其中反倾销税率为
73.87－101.10％，反补贴税率为 33.43－40.05％。

贾斯汀·比伯
为参拜靖国神社致歉

新华社专电 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 23日
为其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行为致歉。他解释说，自己
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是误以为那里只是祈祷之地。

比伯 22 日晚些时候在图片分享网站 Insta-
gram 上晒出两张在日本游玩的照片。 其中一张
照片中，比伯身穿白色上衣，头戴棒球帽，和朋友
站在靖国神社前， 面对神社做沉思状。 他在照片
下面写道：“谢谢你们的祝福。 ”

这张照片引发网友痛骂， 并在互联网上大量
转载。 比伯随后删除了照片。

比伯 23 日晚在 Instagram 上就参拜靖国神
社一事致歉。

他写道：“我当时误以为，神社只是祈祷的地
方。 对那些被我冒犯的人，我感到非常抱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