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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
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
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市场处(海口市行政办公区 15号北楼 3021房)
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
无异议。联系电话：089868725349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产权
申请人

黄珊

高德权

黄良漠

甘芳瑜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366716号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000528号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008729号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009136号

申请土
地面积

379.38
平方米

26.24
平方米

23.09
平方米

26.35
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
和平大道56

号
海口市美兰
区海甸四西
路28号

海口市美兰
区海甸四西
路28号

海口市美兰
区海甸四西
路28号

土地权
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
（2007）字第

000797号
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S0392
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S0392

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S0392

号土地证

项目
名称

踏浪
小区

金龙
花园

金龙
花园

金龙
花园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国森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海南金龙
地产有限
公司

海南金龙
地产有限
公司

海南金龙
地产有限
公司

受委托，定于2014年7月9日上午10点在我司按现状净价拍卖：
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粤海大道277号富力盈溪谷B区62号别墅，建
筑面积 255.97m2，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海房字第HK345327号。新房
高档装修，带前后花园，绿化好。参考价：285万元（净价）/整体。竞
买保证金：100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7月6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4年 7月 8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打入海

南众一拍卖有限公司帐户，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
账号：39250188000239020，并办理竞买手续，缴款用途请填：竞买保
证金。

电话：（0898）68525422 18976435423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4层。

海南众一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140709期）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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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7月10日下午15时在本
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第三次公开拍卖：

1、（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 007号标的：洋浦华泰豪苑A栋
1105号房产。建筑面积99.62m2，参考价：29.2万元，保证金人民币
10万元。

2、（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 003号标的：洋浦华泰豪苑A栋
1104号房产，建筑面积113.73m2，参考价：33.2万元，保证金人民币
1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7月8日下午12:00时止。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4年7月8日17:00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
到账为准，如为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
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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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
应填明对应的案号所执行的标的竞买保证金。

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A座303房
电话：66533938 18689521478
法院监督电话：23882950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7月11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按现状第三次公开拍卖：1、（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004号
执行标的，洋浦华泰豪苑A栋1106号房产，面积69.78m2，参考价：人
民币206801元，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2、（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
第005号执行标的，洋浦华泰豪苑A栋1103号房产，面积86.79m2，参
考价：人民币254955元，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3、（2014）海南二中
法拍字第 006号执行标的，洋浦华泰豪苑B栋 1606号房产，面积
69.78m2，参考价：人民币 216676元，保证金人民币 10万元。4、
（2014）海南二中法拍字第008号执行标的，洋浦华泰豪苑A栋1101
号房产，面积104.26m2，参考价：人民币304758元，保证金人民币10
万元。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7月10日上午10:00
止，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收取保证金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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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填明对应的案号所执行
的标的竞买保证金（如代缴注明代某某缴纳）。

拍卖人：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3-8汇泰大厦三层
电话：0898-66661684 18976533539 18976441315
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搬迁通知
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将于 2014年 6月 23日搬迁

至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省政府大楼东侧）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B区（省会展楼）2层—3层办

公。可搭乘 12路、48路、52路、60路、65路、67路、公

交车于省政府中心站到达

联系电话：66529826 66529822
特此公告

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

二O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4）海中法执字第17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
被执行人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2013）海中法民一初字第17号民事裁定，查封了位于海口
市海秀路138号“中平广场”A幢一层104、105号房产。因被执
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上述财产过
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法院

公告
（2014）琼海法执字第362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天培与被执行人寇广迁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纷案中。张天培于2014年6月1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
寇广迁将位于海口市金垦路南侧昌茂湖畔人家B幢704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HK387801）过户给张天培。

如对上述房产以及其他相关权利持有异议者，可以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据材料，向本院提出异议。如无异
议或逾期提出异议，本院将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市保港小学新建综合楼及教师周转宿舍楼等项目施

工招标；2、招标人：三亚市教育局；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
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4、建设地点：崖城镇港门村保港小学校园
内；5、工程概况：建设1栋综合楼，建筑面积3928.41平方米；1栋教师
周转宿舍楼，建筑面积1023.39平方米；1栋学生食堂，建筑面积128.64
平方米；同时配套建设相应的室内外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工程。
招标控制价：11793045.28元；计划工期：365日历天；6、申请人资格要
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为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7、项目
实行网上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4年6月24日至28日在三亚市
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名。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施工
图电子版 200元，售后不退。8、具体要求详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和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9、联系方
式 联系人：林先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4年6月24日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23日公开曝光了5起纪检监
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

这5起案件是：
■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纪检组长段新红大办其父丧事并
收取礼金问题。2013 年 11 月 14 日，段
新红在办理父亲丧葬事宜时，收受原工
作单位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任职单
位临汾市人民检察院143人礼金，合计
52400 元；在组织调查初始阶段存在不
配合调查、隐瞒事实真相行为，在社会
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临汾市纪委给予
段新红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纪委副书记、
监察室主任崔儒英为其父办生日宴并收
取礼金问题。2014年1月中旬，崔儒英为
其父亲举办70岁生日宴，并以口头或打电
话等方式邀请了百胜镇部分站所职工。
生日宴共摆114桌，收取礼金合计107250
元，其中百胜镇政府及下辖村社77名干部
参加并送礼金17600元。涪陵区纪委给予
崔儒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其职务。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农业局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魏再芬收受节礼问
题。2008年春节至2013年春节期间，魏
再芬收受县农村能源协会、县民生沼气
有限公司及县农能办主任以拜年名义
送的11笔礼金，共计2.1万元。同时，魏
再芬对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涉嫌违法问
题负有监督失察责任。经叙永县委批
准，给予魏再芬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四川省沐川县纪委委员、审计局局
长陈建新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4年4月
26日，陈建新与其妻子及表妹等亲朋好友
12人在沐川县城田园火锅店就餐，共计消
费1525元，并通过县审计局转账支付。沐
川县纪委给予陈建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吴传著监督失职问
题。2013年11月13日，毕节市七星关区
长春堡镇宋官村举办新办公楼搬迁庆典
活动，邀请该镇党政班子成员、各村和镇
直单位负责人、辖区内数家企业负责人
参加，共收取赞助费22700元，庆典活动
摆席7桌，消费4000元。由于履行监督
职责不到位，毕节市七星关区纪委给予
吴传著党内警告处分。

中纪委集中点名

5起纪检监察
干部案件被曝光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国家发
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
男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
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23日已
由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刘铁男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
的意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
控，被告人刘铁男利用其担任国家计委
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
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刘铁男案进入公众视野，源于媒体
人罗昌平在微博上的实名举报。

2012年12月6日，罗昌平连发三条
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
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作为证据呈
现的，不仅有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的
证书、与情人徐某的合影，还附上了一篇
调查报道——《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
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

2013年3月18日，刘铁男卸任国家
能源局局长。一个多月后的5月12日，
中央纪委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
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后，刘铁男被免职。

在官方宣布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
男被“双开”之后，国家发改委向副处级以
上干部传达了中纪委关于刘铁男问题的文
件。文件称，刘铁男个人受贿一千多万元，
并包养情妇两人。

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去年曾内部
通报过刘铁男案，刘铁男除了受贿一千多
万元，其本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
动谋取利益，及收受礼品，涉及金额超过1.4
亿元。根据通报，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
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子郭静华
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
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受贿金额，已经查
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涉嫌受贿犯罪 最高检侦查终结

刘铁男被提起公诉
新 闻 回 顾

新华社杭州6月23日专电（记者裘立华）浙
江省人民检察院23日通报杭州市城西科创产业
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正厅级）李震范受贿
案，李震范采取低价买房和高价卖房的方式，收
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1333余万元，最终被判无
期徒刑。

2013年1月4日，李震范因涉嫌受贿罪被浙
江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2月5日被依法
逮捕，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于同年5月
20日交办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4年
4月18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
处李震范无期徒刑。

判决认定：李震范在担任杭州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等职务期间，收受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叶某贿赂现金165万元，并利用职
务便利为叶某在经营的房地产项目及为叶某亲属
工作安排等方面谋取利益；以低价购房形式收受
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新（另案处理）贿赂
414.5万余元，并利用职务便利，为张新在职务提
拔、违法申购拆迁安置商铺等方面谋取利益。同
时，他还利用分管某银行组织人事的职务便利，以
高价卖房形式索取该银行贿赂753.7万余元等
等。法院认定，李震范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索取
他人贿赂共计1333.2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李震范表示认罪服判，没有上
诉。

利用房产受贿1300万余元

杭州一厅官被判无期

新华社长沙6月23日专电（记者陈文广）湖
南张家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了张家界市
政府原秘书长白开文滥用职权、受贿一案，以受贿
罪和滥用职权罪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6年。

法院审理查明，白开文在担任张家界市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家界市经济开发区建
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集体研究的方式，违
法决定职权之外的事务，同意开发区内部分基础
设施项目和企业产业项目违法用地，导致9个项
目用地被国土部门给予罚款处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为9个违法用地项目缴纳罚款共计167万余
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
职权罪，且情节特别严重。

2002年4月至2013年初，白开文在担任常
张高速公路张家界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家
界机场路扩建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副指挥长、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790万元，为他人
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宣判：白开文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犯滥
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6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张家界市政府原秘书长

白开文被判16年徒刑

随着“醉驾”等轻微刑事案件快速
增长，占据了法院大量审判资源。为提
高诉讼效率，推动案件审判繁简分流，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拟在
18个城市试点“刑案速裁”。

23日上午，《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
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
定（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如果获得通过，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
次授权“两高”开展试点。

根据决定草案，轻微刑事案件不仅
有望大大缩短办案期限，还可“不公开
审理”。这一“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草
案内容公布后，引起公众普遍关注。与
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23日
下午的审议中，也发表了审议意见。

“刑案速裁”改革
符合国际司法发展潮流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判处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和单处
罚金的案件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总数
的38％，比例较高。

“这类犯罪案件情节轻微、事实清
楚，不难办理。然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
定，仍然要经过‘一道道’诉讼程序，不仅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接受长时间的羁

押，也占据了大量审判资源。”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实行“速裁”能够
保障这类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既实现
了实体公正又彰显了程序公正，节省了大
量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要对轻
微刑事案件进行快速办理，一些地方已
经着手开始试点。基于实践中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与公
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等方面反复研究、沟通，就试点刑事案
件速裁程序形成了一致意见。

徐显明委员在分组审议时表示，“刑
案速裁”试点的改革符合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的司法改革方向。目前国际刑事
司法正在从严格重视程序向重视审判效
率转变，“刑案速裁”试点改革也符合国
际司法发展潮流。试点还可以为以后修
改刑事诉讼法提供有益的经验。

根据决定草案，试点案件拟限于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对
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盗窃、危险驾驶等
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的案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

对于决定草案中“适用法律没有争
议的盗窃、危险驾驶等……的案件”这
一表述中的“等”字，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在分组审议中讨论热烈。有的委员认
为应当把所涉及的案件类型列举清楚，
否则就把“等”字去掉，因为“等”字扩大
了速裁案件范围。有的委员则认为“等”

字可以用，因为符合条件的案件类型很
多，难以一一列举，建议尽快制定实施细
则，统一速裁的适用范围和程序。

试点地区拟选择在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沈阳、大连、南京、杭州、福州、
厦门、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
州、深圳、西安等18个案件基数大、类
型多，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有利于检验
试点效果的城市进行。

如何防范法官
自由裁量权过大

既然是“速裁”，就应在诉讼程序、
办案期限等方面“快速进行”。

决定草案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
件，庭审程序将简化——对开庭通知时
间不作限制，法官当庭确认被告人自愿
认罪、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同意适用
速裁程序的，可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
辩论，并适当缩短办案期限……

据悉，速裁案件的办案期限将比简
易程序案件时间更短。现行刑事诉讼
法规定，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
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诉讼效率提高了，如何兼顾审判的
公平和公正？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根据决定草案规定，“听取被告人的最
后陈述意见”这一程序将予以保留。据了
解，在是否选择适用速裁程序上，也必须经
被告人同意，如果被告人不同意就不能适
用。速裁案件也不适用“一审终审”，对一
审判决不服的，被告人可以提出上诉。

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决定草案还规定了法律援助值班律
师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
帮助，确保其充分了解适用速裁程序的法
律后果。同时，还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条件的，应当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过去在司法实践中，本来应被判
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如果羁
押时间长的话，法官可能会‘实报实
销’，关多长判多长，侵犯了被告人的合
法权益。速裁案件适用非羁押措施，将
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更有利于实现轻

罪轻刑，罪责刑相适应。”陈卫东说。
刘振伟委员赞成开展刑事案件速裁

程序试点，但也表示了担心。他说，如果
开始试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扩大了，
应当出台具体的约束制度和办法。要对
法官决定是否适用速裁程序、是否可以

“不公开审理”等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
“被告人自愿认罪”也是适用速裁

程序的条件之一。徐显明委员强调指
出，被告人自愿认罪一定要“真实”“自
愿”，同时还要考虑到对被告人非自愿
认罪的救济渠道。

在被告人隐私权
与公众知情权间取舍

在决定草案中，“不公开审理”的规
定引起普遍关注和讨论。

草案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人
民法院要充分尊重、保护被告人获得公
开审判的权利。同时，对于被告人以名
誉保护、信息安全等正当理由申请不公
开审理，公诉机关、辩护人没有异议的，
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可以不公开审理。

近年来，网络上曝光了很多“醉驾”案
件，不少当事人是“富二代”“官二代”或者明
星人物。有公众质疑，对于这样的案件如
果不公开审理，缺少了社会舆论的监督，会
不会导致法院在裁判上对他们偏袒？

其实，关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否
应该得到保护，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
题，这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涉及国家
秘密、未成年人等四类案件以外，法院
对于一审案件都应当公开进行审理。
对于决定草案中增加的“不公开审理”
规定，徐显明委员说，刑事司法审判以
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现在更
强调“阳光司法”。因此，增加“不公开
审理”的规定，就必须要设定一定的条
件，严格限定法官准许“不公开审理”。

有关专家认为，“不公开审理”要同
时具备“被告人申请”“控辩双方无异
议”“法院院长批准”等多个要件，不会
被滥用。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醉驾”等案件不公开审理引发关注

18个城市试点“刑案速裁”
新华视点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湖南省政协原副
主席童名谦涉嫌玩忽职守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
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23日已由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童名谦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童名
谦在担任中共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换届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等职务期间，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
履行职责，致使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发生严重贿选，严
重侵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恶劣的政治
和社会影响，依法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涉嫌玩忽职守罪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童名谦被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