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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1-09、C-1-10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因规划道路占用“盛泰佳园”项目用地，海口市城建集团海口盛泰房
地产有限公司申请补偿C-1-09与C-1-10地块容积率。经报请市政
府同意，我局启动控规动态维护程序，根据市国土局核定的补偿标准对
该地块容积率进行修改，目前修改方案已完成，我局拟报请市政府批
准。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1月25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
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
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11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 141211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4年12月23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整
体公开拍卖：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C栋2302、2402、2502房,面积为
1260.8m2。 参考价: 542.144万元（4300元/m2）。竞买保证金30万
元。产权过户税、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 22日下午5时止。
有意者请于2014年12月22日下午4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 话：68598868 13519842717 13698986958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422期）

受委托，定于2014年12月18日上午10：00时在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物：位于琼海市加积镇万石坡的3125.5M2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1876 M2的建筑物[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国用（96）字第2152
号]。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7日16时止。
特别说明：以下人员不得参与标的物的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农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2月17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
到账为准）及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
电话：66531951 68539611 13876755188（谭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66150118童小姐、66150120许先生。

我公司定于2014年12月20日下午2：30时在海口国商海航商务酒店宴会三号厅举办海南

亚奥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此次拍品云集了数十位名家书画作品，其中有冯远、方楚雄、张立辰、姚鸣京、陈树人、方土、

龙瑞、何水法、赵少昂、吴文生、陈显栋等书画名作，以及紫罗兰翡翠、紫砂、海南黄花梨等杂项，
欢迎广大书画爱好者及收藏家前来鉴赏参拍。

有意者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交纳每个号牌竞买保证金贰万元，到拍卖会举办地点办理
竞买手续，并索取拍卖图录。

预展时间：2014年12月18日—19日 上午9:00—18:00
拍卖时间：书画类2014年12月20日14:30，杂项类16：30分
预展及拍卖地点：海口国商海航商务酒店宴会三号厅（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8号）
预展网址：www.arton.net(雅昌艺术网)；亚奥网：www.yaao.com.cn
联系电话：0898-66783875 66745190 13368991010 13907535506
拍卖图录索取电话：0898-66766628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1日

海南亚奥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
卖会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2HN0140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打包转让10
辆叉车，挂牌价格为12万元；2、一批生产性机器设备，挂牌价
格为28万元。公告期：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1月8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
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
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
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26杨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2月11日

海南产权交易所重点推荐项目
——海口市西海岸养生康复项目

本项目资产位于海口市西海岸西秀海滩金滩路，建成于
2012年，尚未启用，系当年海南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项目
周边均为高端别墅区、高尚住宅区和配套商业区，区位资源优势
明显。项目占地面积共计40628.5m2（约61亩），土地用途为医卫
慈善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规划性质为医疗居住用地和二类
居住用地，已建成建筑物总面积约35664.23m2。项目按照三甲
专科医院标准进行医疗功能布局，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基本完
善。经营方向须为健康管理或养生康复相关产业。

挂牌底价：4.9亿元人民币，公告期：2014年 11月 27日至
2014 年 12 月 24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联系人及联系电话：0898-66558003施小姐、
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2月11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中科院三亚深海所配套生活园区”项目施工招标、监理

招标2、招标人：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筹）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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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鹿回头；5、工程概况：项目总用地面积
60243.26平方米，主要建设九栋20~29层的住宅，一栋1层会所，用地南侧
设2个地下室。总建筑面积123189.90平方米（地下室面积17566.08平方
米，架空层建筑面积3492.02平方米，太阳能集热器补偿建筑面积1509.40
平方米，屋顶层不计容建筑面积479.8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00142.53
平方米），停车位地下 381 个，地上 240 个。施工：招标控制价：
393381728.62元。监理：监理服务费：5580000.00元 工期：1095日历天6、
申请人资格要求：施工标：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
的国内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监理标：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及以上资质的国内监理企业；项目总监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
监理工程师资格。7、项目实行网上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4年12月
11日至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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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先生电话：18907608318

2014年12月11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
甸支行与朱曦、海南戎居工程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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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公司对涉案变现财产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海垦路88号戎居一号
公寓29B2-1802房（建筑面积：130.78平方米）。参考价：48万元，竞买
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 12月 30日下午 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
华区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第十三层本公司拍卖大厅；3、竞买标的相
关事宜咨询、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26日17:00时止；4、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年 12月 26日 17:00前到账为准 5、办理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29日12:00止，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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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5号（如代缴必须注明
代某某缴款）。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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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物未办理房产证。

拍卖公司电话：0898-66765286 13158900168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5号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08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王

光长、杨游芳、曹登科、海南蓝岛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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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王光长名下位于海口市府
城东门外观光路商住楼1-3层共1631.33m2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HK226278号)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351.8832万元，竞买保证
金20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12月30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
18号景瑞大厦23层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
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29日17:00时止；4、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12月26日12:00前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2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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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
委字第10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76033 传真：
0898-66786528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情报委员会9日报告说，从2005年
至刑讯逼供被叫停的2009年，中情局曾
支付8000万美元，把大量审讯任务外包
给了设在华盛顿州的“米切尔耶森公
司”。这家公司推荐了水刑、抽耳光和模
拟活埋等审讯手段。

消息人士称，他们是前空军心理学
家詹姆斯·米切尔和布鲁斯·耶森。

该报告质疑这两名心理学家的资
质，指控他们违反职业操守。美国参议
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称，这两名心理学家
设计的系统对一些被中情局关押的人构
成了严刑逼供。

报告说：“这两名心理学家都没有作
为审讯人员的经验，也没有对‘基地’、反
恐和相关文化、语言方面的特别了解。”

报告说，2003年审讯涉嫌为美国“科
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主谋的阿卜
德·拉希姆·纳希里时，纳希里被迫双手举
过头顶站立4小时，甚至双眼被蒙、头部
接近启动的电钻。

参与审讯的中情局人员认为，不可能
套出重要的反恐情报，但一名心理学家依
旧提议，对纳希里使用更多酷刑，加剧他
的“无助感”。报告没有说明这名心理学
家是否为米切尔或耶森。

米切尔现已退休，生活在佛罗里达
州。路透社记者9日致电采访他时，他
回答：“就不能让我安静会儿？我不能承
认也不能否认自己是否涉入其中，要谈
去找中情局。”他的生意伙伴耶森则拒绝
置评。 （据新华社电）

酷刑“外包商”被疑无资质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0日电 （记者刘秀玲
冯武勇）旨在强化日本政府对国家机密事项管控
的《特定秘密保护法》10日起正式实施。日本各
界担忧该法的实施可能侵犯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
由，各地示威游行不断。

日本记者会议9日发表抗议声明，指出《特定秘
密保护法》极有可能遭政府恣意滥用，批判政府“堵
住国民的双眼、耳朵和嘴巴，剥夺言论自由”。日本
新闻协会8日向政府递交意见书，就《特定秘密保护
法》实施提出四点担忧，强烈要求政府合理运用。

日本市民团体9日在各地举办集会，要求废
止该法。“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有志学生联会”组
织500多名学生在首相官邸前示威，质问政府“民
主为何物”，呼吁民众“为保护自身权利而奋起”。
在北海道札幌市，包括市长上田文雄在内的250
名市民和律师举着“STOP！秘密保护法”的标语
在市中心游行。

日本《特定秘密保护法》
昨起实施引抗议

俄罗斯首富阿利舍尔·奥斯曼诺夫日前宣布，
他把在拍卖会上花费470多万美元拍得的诺贝尔
奖奖章，归还卖家、诺奖得主美国科学家詹姆斯·
沃森。

沃森现年 86 岁，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
（DNA）双螺旋结构，他于1962年与英国科学家
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共同摘取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威尔金斯的奖章先前已被
其家人拍卖。

奥斯曼诺夫本月4日在美国拍得沃森的奖
章。他说，当了解到沃森拍卖奖章是为用于慈善，
他决定买下奖章并还给他。

安晓萌（新华社微特稿）

俄首富拍下诺奖奖章后
物归原主

据新华社罗马12月9日专电（记者葛晨）意
大利现代艺术博物馆日前被盗的雕像《病童》在失
踪3天后现身馆内储物柜，在保安眼皮底下上演
了失而复得的戏码。

据意大利安莎社9日报道，这座铜像出自意
大利雕塑家梅达尔多·罗索之手，价值50万欧元，
5日被窃贼顺手牵羊带出博物馆，8日又出现在博
物馆参观者的储物柜里，“令保安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

报道说，调查人员通过监控录像确认窃贼把
雕像带出了博物馆，现阶段正在查看录像，以确定
归还者与盗窃者是否为同一人，并着手在雕像上
寻找指纹和毛发等蛛丝马迹。

盗窃案的发生暴露了博物馆在安保方面
的缺陷。一些人指责政府削减文物保护开支
导致艺术品像“拿自助比萨那样被拿走”。有
媒体分析认为，不排除盗窃案是博物馆“内
鬼”所为，因为窃贼熟知博物馆报警系统的覆
盖范围。

意博物馆藏品失而复得
媒体称不排除“内鬼”

美国酷刑报告揭更多惊人内幕

小布什曾被受刑画面“恶心到”

根据报告，作为“酷刑”授权者的时
任总统乔治·W·布什甚至也是在项目
启动4年后，才获知中情局“强化版审
讯技术”详情简报，他当即被“恶心到”。

当时，时任中情局局长波特·戈
斯向布什讲述了“强化版审讯技术”
并展示这样的图片，一名在押人员被镣
铐吊在天花板上，他只穿着尿布，一切“自
行解决”。其间布什表示“不舒服”。

联合国在反恐行动中促进和保护
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本·埃
默森10日说，那些“参与策划并批准实
施这些罪行”的布什政府高级官员必须
受到起诉。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司法部长
应当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对“涉嫌参与
创立、批准、执行并瞒报刑讯逼供项目的
布什政府官员展开独立、彻底的调查”。

专家呼吁起诉相关人员

报告揭示，波兰１１年前曾威胁
不准再向中情局设在波兰的秘密监
狱运输“基地”组织嫌疑人，但在收到
大笔报酬后，波兰态度更加“变通”。

在这份已公布的报告摘要部分
中，并未直接提及波兰。但从披露的
细节中，比如３名囚徒的名字、运送日
期等，与其他涉及波兰的文件吻合。

报告称，在美国大使代表中情局
出面与该国政治领导层交涉后，拒绝
接纳的决定被取消，次月，中情局向

该国提供一笔钱。在涉及金额的表
述上，报告中只保留了美元符号“$”
和“百万”字样，具体数字被涂黑。

按报告所说，在付钱之后，代表
该国领导层的官员说，“在对待中情
局囚徒在设施的数量和设施何时最
终关闭问题上，现在已经可以变通”。

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１月援
引不愿公开姓名的中情局前官员的
话报道称，中情局支付波兰 1500 万
美元现金。

买通波兰设“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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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12月9日电（谢宇
智）连接欧亚大陆的首趟“义新欧”铁路
国际货运班列9日早晨抵达西班牙马德
里货运车站，为中欧贸易运输史掀开了
新的一页。

到车站迎接的西班牙发展大臣安
娜·帕斯托尔说，这一线路的连通将成为

“铁路行业的一大历史性里程碑”。她说，

这趟列车在返程时将带着西班牙火腿、红
酒、橄榄油等产品回到中国，帮助西班牙
出口商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马德里市长波特亚则代表马德里市
政府对“义新欧”列车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她说，“义新欧”提供了一条连接马德
里与世界最大批发市场的直接通道，谱写
了中西贸易关系和合作的新篇章。

浙江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
长张曙明代表浙江省政府在欢迎仪式
上宣读贺信。信中说：“‘义新欧’班列
是中国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及加强中欧合
作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开通不

仅可以降低双方商品货物的进出口成
本，提高运输效率，而且将有效促进浙
江乃至中国商品更好地走向世界，并让
世界商品更好地汇聚浙江。”

装载着82个标箱出口商品的首趟
“义新欧”中欧班列于11月18日从中国
义乌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
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
兰、德国、法国，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
班牙马德里。这条铁路线全长1.3万多
公里，是目前所有中欧班列中最长的一
条。其行程贯穿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
中国小商品出口欧洲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安全、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

中欧贸易运输史掀开新的一页

首趟“义新欧”班列抵达马德里

⬅12月9日，首趟由中国义乌开往
西班牙马德里的中欧国际铁路货运班
列“义新欧”抵达马德里阿布罗尼迦尔
货运站。 新华社记者 谢海宁 摄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9日公布有关中央情报
局对涉恐嫌疑人刑讯逼供的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家
和一些人权组织发声谴责，呼吁起诉那些牵涉其中的美
国官员。

12月 10日，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
个军用机场，总统奥朗德（前）迎接塞尔
日·拉扎雷维奇（左二）。 新华社/法新

法国公民塞尔日·拉扎雷维奇在西
非国家马里遭“基地”组织分支绑架3年
多，9日重获自由，10日上午抵达法国。
到机场迎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
德说，拉扎雷维奇获释标志着法国在海
外“不再有人质”。

拉扎雷维奇50岁出头，先前从事安
全和建筑业。他和同事菲利普·韦尔东
2011年 11月24日在马里北部洪博里
出差时，在一家小旅馆遭绑架。“基地”组
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宣
称制造了这起绑架事件。

韦尔东的遗体去年被找到，疑遭绑
架者枪杀。

法国政府没有透露解救拉扎雷维奇
过程的细节。奥朗德否认法国直接向绑
架者支付赎金或换囚，但他补充说：“这
不代表其他国家不这样做。某些国家为
帮助我们这样做了。这点我承认。”

郜婕（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西非马里被绑三年

法国人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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