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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0、52号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4）琼山执字第282号江苏省华建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海南伟图中国娱乐城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承
包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3）秀执字第174号海南
联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夏元伦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
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一、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90-1号鸿禾中国城公寓A106房（建筑
面积为51.25m2）、A206房（建筑面积为51.25m2）房产。参考价：30
万元/套，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

二、位于海口市海秀路160号金侨大厦2503房房产，建筑面积
为54.71m2。参考价：23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8月28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海南铜锣

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咨询办理竞买手续及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8月25日16:00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
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3)海中法委拍字第50、52号（如代缴

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6、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3）本次拍卖标的所涉及的优先购买权人在公告报名
截止日前未办理竞买手续的视为放弃本次优先竞买权。

拍卖机构：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电话：0898-31651618 13637647779 传真：0898-66785621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口市司马坡岛大桥项目设计方案公示
海口市司马坡岛大桥项目设计方案由海南白马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组织编制，现该公司申报大桥设计方案审查。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4年8月11日至8月2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办公区 15号楼南楼

2052房海口市规划局市政规划技术审查处，邮编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87，联系人：陈学勤。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8月11日

招标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南省边防总队后勤部。代理
机构：湖南龙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南省边防总
队后勤基地办公、附属楼项目。项目概况：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定安
县定城镇；建设规模为：总建筑面积3613.05平方米；计划工期 230
日历天；招标范围为 土建、安装、道路工程（具体以施工图为准）。资
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
中拟派项目经理应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 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且无在施项目。报名要求：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4年
08月11日至2014年08月15日，每日上午9时至11:30时，下午15
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海口市海甸二东路水岸阳光A3
栋2001室 （详细地址）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公告发布媒
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海南日报 上发布。联系人：罗先生66168832

招标公告

一、主题及内容
1、主题：“风雨无情 海南有爱——我们一

路前行”。
2、内容：再现“7.18”威马逊台风登陆海南

岛的真实情景；记录社会各界在抗风救灾过程
中，奋战救援的感动场面、英勇事迹和难忘瞬间；
体现社会各界慷慨捐助、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的志愿行动和感人瞬间。

二、参赛要求
1、参赛作者必须是版权所有人。
2、参赛作品数量单幅或组照不超过5幅；组

照每组不超过8张，不少于4张；作品要求：JPG
格式，单张图片不小于2兆，长边不低于3000像
素。谢绝电脑合成作品。

3、作者在投稿时应注明作品名称或者配简
短图片说明；注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

4、大赛不收参赛费，所有征集作品均不退稿。
5、所有获奖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报刊、杂

志、网站、展览时使用，不再另付稿费。由于作品

中可能出现的肖像权、著作权等方面产生的问
题，作者自己负责。如作品获奖后，大赛组委会
需作者提供作品原片，无法提供原片者，取消获
奖资格。

6、投稿时间：2014年8月11日至2014年
8月25日止。

7、评选及公示时间：2014年9月1日—9月
10日。

三、奖励
1、一等奖2名， 5000元奖金或等值奖品；
2、二等奖3名， 3000元奖金或等值奖品；
3、三等奖8名， 1000元奖金或等值奖品；
4、优秀奖20名，奖金200元。
获奖作者获得由大赛组委会和海南省摄影

家协会同时颁发的荣誉证书，个税自理。
四、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hnstps@163.com
联系人：王小姐 马先生
联系电话：66810672 66810645

41 年不遇的超强台风
“威马逊”登陆海南，给我省人
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风灾过后，社会各界积
极组织力量，开展生产自
救，在家园重建工作中，涌
现出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
事和可歌可泣的画面。

为了重现海南人民的
奋力抗灾精神，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省
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百
年中行杯”海南抗击“威马
逊”摄影作品大赛。现面向
社会征稿。

“百年中行杯”
海南抗击“威马逊”摄影作品大赛征稿启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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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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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037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于见报之日
起七日内与我处联系。联系电话：
68593601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海住建房[2014]631号

林鸿才（已故）名下位于海口市大
同路34号海口电业公司宿舍10-
501房的房屋产权合法继承人吴
淑莲自称其房证字第91590号房
屋所有权证已遗失，现向本局申请
补发。若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向本局提出，
期限届满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并按有关规定补发房屋所有权证。

2014年7月28日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儒丰投资速贷
短期周转 小额贷款18389682963

转让海口儋州等换地权益书
电话：13976242829

求购医药公司
13907529828，联系人:钟先生。

减资公告
我公司（注册号46902700002742
3）决定，将注册资本由壹亿元（人
民币）变更为贰仟万元（人民币）。
原债权债务不变。

海南海银投资有限公司

通 知
艾源商行赵凤敏，根据双方协议贵
方应于2014年7月15日搬清，但
至今仍未搬离。自通知公告之日
起三日内马上搬空，否则采取相应
措施。特此通知 范韫

▲定安雷鸣大华商行遗失食品流
通 许 可 证 ， 编 号 ：
SP4690251050004671，特此声明。
▲海南东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 贷 款 卡 ， 编 号 ：
4601060000379692，特此声明。

迁坟公告
为了推进项目的正常开发建设和

“威尔逊”台风后的重建工作，我
司决定对海口市三公里高尔夫球
会范围里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
建设，包含其中在范围内的海口
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儒逢村
委会宝荫村小组西北边亚那千地
块。该地块有王永寿家族坟墓一
个，现进行迁移坟墓的公告通知，
请其坟墓所属家人和家庭在有效
时间内将其坟墓办理迁移事宜，逾

▲万宁万城顶峰商行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
46002419781208371X，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顶峰商行遗失购物销
售发票（千元），编号：代码：
146080821023，发 票 号 码 ：
00088626-00088650，声明作废。
▲ 王 秀 波（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7205222022）于 2008
年 01月 09日在海南省文昌市文
昌人民医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
证遗失，编号：H460101738，声明
作废。
▲海南山水石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马井豪杰通讯维修部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为：
460029197512018512，声明作废。
▲马井豪杰通讯维修部不慎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
册号：46900360078933，声明作废。
▲保亭响水恒瑞五金店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469035600041320，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鲍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因公章和财务章未做备案，声明
作废。

期视为无主坟墓处理。迁移坟墓
时间截止日期为：2014 年 8 月
11---17日。
特此公告!

海南信广实业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0日

公示
我处受理了潘家荣继承潘正起遗
产公证，如利害关系人有异议，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向本处
提起。朱公证员电话66753138

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

公告
当事人海南洋控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于二0一四年八月七日向我处
申请出具其司与符鸿、陈丽妹于
二 0 一三年七月十五日签订的
《个人贷款合同》 的强制执行证
书，公证书号为（2013）琼州证
字第4319号，当事人称债务人未
能按期履行债务，至二0一四年
八月七日止尚欠人民币本金叁拾
伍万元整，以及利息肆仟壹佰伍
拾陆元贰角伍分元整，债务人及利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记者
余晓洁 程卓）记者从国防科工局获
悉，执行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任务的飞行试验器 10日从北京

运抵西昌青山机场，随后转运至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逐步开展相关测试和
试验。

据悉，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

飞行试验任务将于今年择机实施，
主要验证嫦娥五号任务返回器以接
近第二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为
11.2 公里/秒）再入返回地球的相关

技术。
嫦娥三号任务圆满完成后，我国探

月工程全面转入三期。作为“绕、落、回”
规划的第三步，探月工程三期的主要目

标是实现无人自动采样返回，突破月面
采样、月面上升、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以
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四项核心关
键技术。

飞行试验器运抵发射场

探月三期再入返回试验今年择机实施 据新华社拉萨8月10日电（记者杨三军 许万
虎）8月9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境内318国道
4740－4741处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旅游
大巴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越野车、一辆皮卡货车相
撞。三辆车共有55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44人，
其余11人受伤，正在全力救治，暂无生命危险。

记者9日下午在事故现场看到，事故发生路
段位于雅鲁藏布江边的山谷地带，旅游大巴车在
撞击后坠入路边深达10余米的悬崖下、雅鲁藏布
江边，车轮朝天，车体严重变形。

在救援现场，由武警、公安消防、医务等人员
组成的救援队伍携带救援设备，第一时间赶到事
故现场奋力抢险救人。但是，由于载人最多的大
巴车翻落在陡崖下、雅鲁藏布江边，地形复杂，救
援难度很大。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了解到，事发时，
核载55人的大巴车上，共有司乘人员和游客50
人，游客分别来自安徽、上海、山东、河北等地；越
野车上有4人；皮卡车上有1人。

记者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军区总医
院等地采访了解到，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全力以
赴，事故伤员得到良好救治，暂无生命危险。

西藏尼木县三车相撞
44人遇难，11人受伤

据新华社长沙8月10日专电（记者陈文广）
在湖南桂阳开展的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中，县
城建执法大队多名班子成员“落马”。

整治行动中，除17名违法建设人员被查处
外，数名官员也相继被调查或移交司法机关。据
介绍，除桂阳县国土局土地整理中心职工周巧兵
因涉嫌利用职务索贿被查处外，桂阳县城建执法
大队大队长张从文、副大队长雷元忠和李歌彬、副
政委付显平均因涉嫌在查办非法建筑过程中受贿
被查处。

今年6月份以来，湖南桂阳县启动了严厉的
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和查处以非法
买卖、转让、倒卖、出租国有或集体土地方式，非法
占用土地进行违法建设等行为。

湖南桂阳严整违建

城建执法大队
多名班子成员“落马”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杨宇军10日就日本防卫省
发表2014版《防卫白皮书》发表谈话，
全文如下：

日本防卫省5日发表2014版《防
卫白皮书》，老调重弹，对中国正当的国
防和军队建设妄加评论，恶意炒作中国
军事透明度、东海防空识别区、中日军
机“异常接近”等问题，企图渲染中国威
胁，混淆国际社会视听。中方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
御性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拥有的正
当权利，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中国军队
在相关海空域的活动完全正当合理，符
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也始终保持克
制。近年来，中国军队积极开展对外军
事交往，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中
方不断扩大开放程度的努力是国际社
会有目共睹的，日方的指责根本站不住
脚。

日方在白皮书中罔顾事实，用大量
篇幅和蛊惑人心的言辞，抹黑中国和中
国军队形象，特别是在中方已经公布日
自卫队飞机危险行为确凿证据的情况

下，仍然强词夺理，竟然声称没有对中
国军机采取任何危险动作，其在对华关
系上的顽固立场和虚伪面孔昭然若揭。

日方此举实质上意在为解禁集体
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大
力扩充军备等制造借口，这不能不引
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对日本
发展走向的强烈担忧和高度警惕。
一个至今在历史问题上不正视错误、
不进行深刻反思的国家，其在军事安
全政策调整等问题上的空洞说辞怎
能令人信服？

日方在白皮书中继续鼓吹所谓基

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企
图扮演和平主义者，事实上却在本地区
拉帮结伙、仗势妄为，在涉及海洋权益
问题上四处煽风点火，给地区局势带来
负面影响。

日方一方面宣称要与中方开展对
话，另一方面又坚持错误立场，通过各
种途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我们不得不
怀疑日方所谓对话的诚意和用意。我
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史为
鉴，谨言慎行，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恪
守“专守防卫”政策，以实际行动取信于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混淆国际社会视听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史为鉴，谨言慎行

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救援。 新华社发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0日电（记
者曹槟 杜刚）在强大的宣传舆论攻势
下，截至9日18时，已有18名参与新疆
莎车县7月28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
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案件发生后，莎车县政府于8月1
日发布《关于检举揭发7月28日严重暴
力恐怖袭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通告》，
严厉警告参与莎车县7月28日严重暴
力恐怖袭击案件犯罪分子，必须立即向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拒不投案自首的，
将依法从严惩处。

莎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振平介

绍，在发布《通告》的同时，莎车县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大宣讲活动，教育各族
群众认清暴力恐怖活动的危害。乡
村、社区通过“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挨
家挨户做工作。还通过广播电视、16
辆流动处突宣传车，轮流开展舆论宣
传攻势。

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玉素甫·艾
力交代，7月28日凌晨，他正在清真寺
做礼拜，一群人冲进来大吼“圣战”，当
时他什么都没想就跑回家拿上小锄头，
跟着他们一起到处打砸。玉素甫·艾力
痛悔地说：“这几天，我回想那些无辜的

人该有多疼，他们死的死、伤的伤，他们
的子女、父母会痛苦一辈子，而我也会
受到法律严厉的惩罚。心里也很不踏
实，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很严重的罪
行，所以自首了。”

“跟着他们一起打砸，我眼里、脑子
里什么都没有，根本不顾及受害的人都
与我无冤无仇。”犯罪嫌疑人奥斯曼·色
依提虽是被暴徒威胁后参与暴恐袭击
的，但他并未逃跑，反而和暴徒一起施
暴，行凶后，他四处躲藏，担惊受怕，“我
从玉米地躲到戈壁滩不敢回家。看到
街上的警察，听到宣传车的广播，我特

别害怕。实在怕得受不了，就自首了。”
奥斯曼·色依提最后哭着说：“我妈

妈还不知道我干的这些坏事，她肯定会
哭死过去的。我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
了，希望其他人都能好好生活，干该干
的事情，不要犯法，不要跟暴徒走。”

莎车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阿
不都克尤木·阿不都卡迪尔说：“我们通
过宣传，部分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或
基层党组织投案自首。对于自首的犯
罪嫌疑人，根据国家法律，将会从轻处
理。同时，也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犯罪
嫌疑人，尽快投案自首。”

参与新疆莎车县严重暴恐袭击案

18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隋
笑飞）记者10日从北京市“扫黄打非”办
公室获悉，8月6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总队以百度网盘传播的视听节目
中含有淫秽色情内容，违反了《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依法
对百度公司下达整改通知书。

“打击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和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陆续接群众
举报，反映百度网盘的部分账号存在传
播淫秽色情信息问题。经相关部门对百
度网盘进行调查取证，确定部分内容属
于淫秽色情互联网出版信息。8月6日，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法约谈
了百度公司有关负责人，向其公布了调
查取证结果，对该公司放松网盘内容监
管，导致出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内容的
问题进行了警告，要求百度网盘立即删
除相关内容，关闭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内
容的账号，限期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百度网盘
涉“黄”被警告

这是上海陆家嘴地铁广场活动现场
堆积的假计价器（8月10日摄）。

当日，“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依法打
击‘克隆’出租车”宣传和车辆销毁活动
分别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铁广场和宝山
拆解工厂举行。 新华社发

上海严打“克隆”出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