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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三亚民一初字第 3号民事调解
书，立案执行的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谢良雄、三亚市市
政工程建设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
2014年8月6日作出（2014）三亚执字第58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执
行人三亚市市政工程建设总公司所有的位于三亚市河东区二环路总
面积为4003.35平方米综合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上的项目[土地
使用权证号为河东国用（1995）字第 01541号]。该财产已由有关部门
协助本院登记查封，查封期限二年（即从2014年8月6日至2016年8月
5日止）。在上述查封期限内，非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查封的财
产有转移、隐匿、损毁、变卖、抵押、等处分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查封公告（2014）三亚执字第58号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四年九月十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崖城历史文化名镇东关民国骑楼街区修缮（一期）工

程项目施工招标。2、招标人：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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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崖城镇中心区；5、工程概况：该项目修缮骑楼约3800平方米，
涉及37栋、41户、42个门牌号、47间沿街房屋的维修改善、立面改造
和降层改造等。招标控制价：6699568.05元人民币。计划工期：365
日历天；6、申请人资格要求：同时具备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贰级及以上
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的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
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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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至30日在三
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名。招标文件每本售价500元，
售后不退。8、具体要求详见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和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9、联系方式：联系人：林先
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4年 9月 26日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2014）琼海法执字第505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金海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金

海公司）与被执行人三亚辉弘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辉弘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海仲

（分）字第95号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辉弘公司将位于海南省三亚市

金鸡岭大街B栋25、26、27、28号4套房产[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

（2013）字第01819号、四套房产的建筑面积共计764.64平方米]作价

590万元抵偿欠金海公司的同额债务，并限期将四套房屋的产权过户

至金海公司名下。该调解书生效后，金海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其他相关权利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屋。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2014海南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介活动火热投票中

请给你心目中的优秀
班主任投一票 中大奖
投票幸运
获奖名单

139****5885
138****5689
138****7073
138****0244
138****6399

138****3911
138****2606
138****5187
138****9290
135****0121

海口市海秀东路分店 （电话：66723225）
海口市海垦路分店 （电话：68923626）
三亚市大东海分店 （电话：88212898）
三亚市解放路分店 （电话：23397834）
儋州市中心大道一分店（电话：23336878）
儋州大通路二分店 （电话：23397834）
琼海金海路分店 （电话：62926690）

文昌新风路分店 （电话：63226228）
万宁人民中路分店（电话：62130055）
东方大道二分店 （电话：25594188）
屯昌昌盛二路分店（电话：67831038）
昌江人民北路分店（电话：26639768）
陵水中心大道分店（电话：83324218）
临高解放路分店 （电话：28269699）

请中奖人员凭手机电话和身份证到广安堂下列分店领取奖品

扫一扫，多投票，中大奖

详情请登陆南海网
www.hinews.cn

雄冠海南 领先中国 同步全球
海南大学2015年旅游管理专业
硕士（MTA）研究生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中国教育部、财政部与海南省政府共建的国家211工

程重点大学，于2014年成功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举办旅游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MTA）教育，成为中国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的精英俱乐部中的重要一员，现面向社会进行招生。培养目标：旅游
管理硕士（MTA）是面向政府部门及旅游机构培养高层次、具备国际
化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的现代旅游业应用型人才。报名条件：具有国
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力）并具有3年或以上实践工作
经历人员；具有大专及高职学历者需有5年及以上工作经历的人员。
报名方法：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方式，所有考生先网上报名(时
间：2014年10月10日—31日)，再现场确认（2014年11月10日—14
日），网址：研招网http://yz.chsi.com.cn或教育网http://yz.chsi.
cn。考试与录取：初试考试时间为2015年1月，考试科目为《英语二》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海南大学将在教育部基准分数线基础上，自
行确定复试分数线，按一定比例进行差额复试，并最终择优录取。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183211、66193873，吴老师、王老师
E-mail: hainumta@sina.com；2088320146@qq.com
海南大学MT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旅游学院8号教学楼202室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5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2）龙执字第1325-3号执行裁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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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依法进行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曾流文拥有的海南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的股权，参考价
为400万元。竞买保证金 8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1、拍卖时间：2014年10 月21日10:00时。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
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2、标
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0月 17日17:00
止；3、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4、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5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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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68585002、13976739158；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监督电话：0898-66713990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四期项目
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
海南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四期”
项目位于迎宾大道西侧，规划用地面积20763.19m2，拟建4栋（19#-
22#）地上 18 层、地下 1 层高层产权式酒店，建筑面积地上
69687.67m2、地下17080.75m2。现建设单位拟在4栋产权式酒店屋
顶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依据海南城建图审中心复核（琼A太阳能核
字[2014]062号），该项目可补偿建筑面积1008m2。为广泛征求相关
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9月26日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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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
2049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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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8，68724377,联系人：邓志敏、王雅。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9月26日

三亚财富海湾大酒店
消费有惊喜，大奖属于你

生猛海鲜 鲜味十足
疍家渔排自助海鲜中式精选凉菜、各种海螺、基围虾、

海蟹和海鱼无限供应，配以各种新鲜时蔬、热带水果拼盘！
更有赠送石斑鱼一尾，鲜味十足！您可以大快朵颐，尽情享
受疍家渔排独特的味道！！

您在疍家渔排海鲜餐厅消费的同时，更可参与我们“消
费有惊喜，大奖属于你”有奖消费抽奖活动：

一等奖：免费住房券一晚
二等奖：免费套餐一人
三等奖：50元餐饮代金券一份
纪念奖：餐厅特色小吃或特色饮料一份
地址：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228号
电话：+86 898 - 8825 8888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北区C-03-16、C-03-17地块用地规划调整的公示

本地块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振华路东侧，现拟将海国用（2010）字
第05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3415.3平方米规划性质为消防站用地和商
业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1.5、建筑密度≤22%、绿地率≥
45%、建筑限高≤40米。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14年9月25日至10月
24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http://www.qion-
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大楼一楼展厅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
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
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招租公告
我单位现有位于海口市解放东路36号，

四层楼410平米的房屋对外招租，房屋临街，

一楼可做商铺。有意者请携带身份证、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原件、复印件报名。

联系人：程先生66221452

13138996218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
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二、竞买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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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属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竞买申请和登记：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屯昌
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4年10月14日
至 2014年 10月 27 日到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二楼土地交易与测绘服
务中心查询和索取《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 2014年 10月 14日至
2014年10月27日到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二楼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27日17时。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14年10月2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本次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地块挂牌

时间为: 2014年10月16日09时00分至 2014年10月29日10时30分（北
京时间）。

六、报名地点：1、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
号窗口2、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七、其他事项: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2、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
价，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3、本次挂牌出让的土地
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
纳）。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
届时变更公告为准。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电话：（0898）65303602 67835778
联系人：吴先生 高女士。
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三路县委大院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地块编号

2014-S-2
宗地坐落

屯城镇昌盛二路西侧

面积（㎡）

15786.55
使用年限

40
用地性质

批发零售用地

竞买保金(万元)
8863

规划指标

容积率≤3.8建筑密度≤7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35米
备注

现受委托，定于2014年10月14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金贸区国贸大道A6-1区华锦苑B-245房（房产
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26208号）及停车位一个，房产建筑面积：
161.91m2。参考价：100万元/整体，保证金：10万元。

标的物展示时间：2014年9月29日至10月13日止。标的物展示地
点：标的物所在地。特别说明：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保 证 金 交 款 单 位 ：海 南 银 达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金贸支行（保证金以款
到账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0月13日下午17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2号椰城大厦2楼201室
联系电话：66736719 66736721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1410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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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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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申请
依据

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
字第

02115号

申请土
地面积

109.16
平方米

土地座落

琼山区府
城镇冼马
桥路东侧

土地权
属证件

土地权属来源证
明书海土资籍
字【2014】253号
土地权属意见函

项目
名称

一栋两
层住宅
楼

原土地
使用者

杨琴英
吴清福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二○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苹果”易折弯？ 莫穿紧身裤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对“果粉”们

而言，iPhone6 Plus和紧身牛仔裤，或
许也是如此。

负责追踪社交网站数据流量的
Brandwatch 公 司 说 ， iPhone6
Plus19 日开售后的 3天内，已有少数
人注意到这款手机放在裤子后袋中
极易折弯。

22日，“弯曲门”视频出现在社交网
站上，迅速吸引广大“果粉”的目光，截至
24日中午便已收获逾600万次点击。

Brandwatch公司发言人黛娜·奥
勒拜介绍，“果粉”们纷纷传说，可以徒手
掰弯iPhone6 Plus。

SquareTrade 公司负责为苹果用
户提供保修服务。这家公司说，在先前

的易碎测试中，并未特别检测这款手机
是否容易折弯，他们打算24日晚些时候
实施更多测试。

苹果公司尚未对“弯曲门”作出回
应。不过，一些竞争对手却抓住了机会，
例如加拿大黑莓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
陈24日力邀广大手机用户们“试试能不
能掰弯我们的Passport手机”。

曝出“弯曲门”

24日，苹果公司还遭遇另一起“尴
尬”：当天上午发布的iOS 8.0.1系统升
级存在重大缺陷，已经被叫停。

一些用户抱怨，这一版本会阻碍用

户的手机通话；另一些人发现，升级后无
法用指纹登录系统。

苹果公司说，已经撤回这一版本
的系统升级，着手调查具体故障，并且

将尽快对用户发布建议。与此同时，
用户仍可升级至上星期发布的 iOS 8
系统版本。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升级故障多

美 国 苹 果 公 司 最 新 手 机 产 品
iPhone6和 iPhone6 Plus19日在多个国家和
地区开售以来，爱不释手的“果粉”们很快发
现了一个问题。

一些人抱怨，当穿着紧身牛仔裤，习惯性
地把iPhone6 Plus放入裤子后袋中，却发现这
款超薄手机“极易折弯”。

这起事件被称为“弯曲门”，迅速传遍互联
网，相关视频在短短几天内便收获了超过600万
次点击。

全球“果粉”们迅速达成共识：保护手机
要紧，还是莫穿紧身裤吧。

印度火星探测器
传回首张火星照

9月25日，印度“曼加里安”号（Mangaly-
aan）火星探测器在7300千米高度传回首张火
星照片。 （来源：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