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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何书成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西河东路

丽景小区铺面第10、11、12号铺面的《土地房屋权证》。原
《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03）字第0382号，房屋建
筑面积为218．8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12．67平方米。已
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
管理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
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4月16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02号

根据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4）儋执恢字第24-1号执行裁
定书，经海南省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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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被执行人海南省儋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儋州市市场物业管理中心名下位于儋州市新英市场的
4550m2土地使用权（证号：儋国用新英字第5955号）、2192.4m2简
易房（现实为1439.55m2），证号：儋州市房权证新英房字第000153
号，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200.24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
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5月15日上午
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
层；3、竞买标的展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8日16:
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5月8日16:00前到账为
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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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号：
2201031229826405990。7、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15）海南二
中法技委拍字第00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
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拍卖公司电话：0898-66736719 、1387637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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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91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海秀支行
与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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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两家公司对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第一层
101房（铺面，房产证号：HK216185号，建筑面积382.80平方
米）；置盛西苑A栋第一层102房（铺面，房产证号：HK216184
号，建筑面积302.19平方米）；置盛西苑A栋第二层201房（房产
证号：HK216175号，建筑面积328.17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整
体参考价：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第一层101房产，
参考价：920万元，竞买保证金：250万元；第一层102房产，参考
价：73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第二层201房产，参考价：
350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5月 13日15: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 A座三楼海南华信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

月 12 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 5月11日17:00前到账

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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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09454800000149；

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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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拍卖优先；(2)过
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66533938 18689521478 传真：66502498
联拍机构：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31982239 15501739802 传真：3198223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海秀支行与海
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
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委托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海南银达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对被查封的海南大椰实业
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第一层103
房（证号为HK216186号）、A栋第二层202房（证号为HK216178
号）、A 栋第二层 203 房（证号为 HK216179 号），建筑面积合计
3914.73平方米的房产进行联合公开拍卖。整体参考价：6700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第一层103房产，建筑面积1704.44平方米，
参考价：415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第二层202房产，建筑面积
185.79平方米，参考价：220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第二层203房
产，建筑面积2024.50平方米，参考价：2340万元，竞买保证金：450万
元。

现将第二次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5月13日9: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2B海南鑫一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大厅；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11日

17:00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5月11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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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0945480000014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04)海中法执字第187号，（2013）海中

法拍委字第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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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拍卖优先；(2)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

能大厦12B 电话：0898-66776139 13976325853
联拍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115 号 海 垦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六 层 电 话 ：0898- 66736719
18976476929

联拍机构：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
堡大厦七楼 电话：0898-66531951 13876755188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联合拍卖公告
（2013）海中法拍委字第32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关于海织小区房屋进行改造的通告
根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海府【2013】227号），为改善
海织小区的居住环境，结合小区居民意愿，海口市龙华区
人民政府决定对项目规划范围内（东、北、西邻昌茂花园、
南连海德路合围范围内，具体以规划红线为准）的房屋进
行改造。

(有关事项：请所属规划改造范围内的产权人携带身
份证、户口本、有关房产权属证明原件，于2015年4月28
起到海口市龙华区海织小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办理有关手
续。地址：龙华区海德路6号海织小区18栋108，咨询电
话：0898-66787634)。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2015年4月23日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执字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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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
呖 桥田肚（现博雅路）滨海小区C栋第八、九层房产中的权益[证号：文庄
公房证字第970001号，地号：52-（1）-61]：参考价为100.911万元。竞买保
证金为2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时间：2015年5
月12日上午10:00；拍卖地点：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拍卖大厅；收
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5月8日17：00前到账为准；标的展示时间及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11日12:00止，逾期将不予办
理竞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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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缴款用途
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09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
别说明：上述标的为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所有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
构电话：0898-6855915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09号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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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5月11日10时在海
南鼎和拍卖公司拍卖厅公开联合拍卖被执行人文昌阿何食品工业
园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新市区文清大道北侧阿何
工业园的 28782.43平方米的房屋【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字第
50314号和50259号】和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新市区文清大道北
侧的 33217.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号：文国用（2011）第
W0302364号】。参考价：5717.5104万元。 竞买保证金：1500万
元。办理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5月8 日11时止。
瑕疵说明：房屋内有机器设备，机器设备已抵押给其他贷款

公司，法院对机器设备不进行清场。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5月8 日11时前到以下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
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
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6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电话：68585002 13976739158
协拍单位：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19号首力大厦502室
电话：66785809 13637632488
协拍单位：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座2101-2102
电话：68571258 13876836033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28281

联合拍卖公告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海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四川坤林

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项目：海旅文体中心勘察、设计招标；建
设地点：滨海大道南侧；工程规模：住宅区建设4栋9层住宅楼，总建筑
面积 24047.05平方米；商务区建设 1栋 4层高商务酒店，建筑面积
9149.63平方米；勘察、设计周期：各30日历天；招标范围：岩土详细勘
察并出具岩土报告、方案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
资质和岩土工程勘察专业类甲级或以上资质；允许联合体投标，如是
联合体投标，应附联合体协议书并明确各成员单位责任。投标人拟派
项目设计负责人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勘察技术负责人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岩土工程师，海南省省
外建筑业企业应具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机构备案手册》并且具
有本专业备案资质。报名要求：请于2015年4月23日起从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联系人：陈工
68652125）。招标公告内容详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50423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5年5月8日下午15：3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以下商铺：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7日
下午17：00止；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联系电话：68555961 13036099114

标的名称

海口市振

兴 南 路

15 号 恒

建大厦

房号

101
102
103
105
201
202

房屋所有权证号

海房字第HK101404号
海房字第HK101403号
海房字第HK101402号
海房字第HK101399号
海房字第HK101397号
海房字第HK101396号

建筑面积（m2）

137.38
153.53
166.35
178.70
417.51
585.91

参考价（元/m2）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1000
110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60
60
60
60
100
100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实施
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决
定》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对银行
卡清算市场实行准入管理、进行有序规
范，是扩大金融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
重要举措。

《决定》要求在我国境内从事银行
卡清算业务，应依法取得银行卡清算业
务许可证，成为银行卡清算机构。《决
定》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行政许可条件、程
序的实施细则，以及相关审慎性监督管
理措施，并按照分工实施监督管理，共
同防范银行卡清算业务系统性风险。

《决定》从注册资本、出资人、银行
卡清算标准体系、基础设施、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内控制度管理等方面
对银行卡清算机构提出明确的准入要
求，并将申请程序分为筹备和开业两个
阶段。申请人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在征求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后，作出批准或不
予批准的决定。

《决定》从银行卡清算品牌、不得限
制竞争、基础设施运行和业务处理、信
息保密和信息处理等方面提出了业务
管理要求，以维护银行卡清算业务的安
全、高效和稳定。

为进一步开放和规范境外机构参与
我银行卡清算市场，《决定》明确仅为跨境
交易提供外币清算服务的境外机构原则
上无需在境内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决

定》对外资和内资银行卡清算机构在设立
条件和程序、业务管理要求等方面作出了
相同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扩大金融开放、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规模的增
长和多样化、创新性发展对银行卡清算
服务的水平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有利于为产
业各方提供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有
利于通过市场竞争来提升服务水平，构
建有效竞争、合理稳健的产业结构。

银行卡清算业务涉及银行卡业务
各主体间的债权债务计算和资金结算
安排，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各方合法权
益，直接影响银行卡交易秩序、银行间
清算秩序和支付体系稳定运行。对从
事银行卡清算业务的机构实施准入管
理，确保具备专业资质、稳健经营能力
的企业进入市场，并加强事中和事后监
管，是防范银行卡支付风险、有效保护
持卡人合法权益，维护我国支付体系安
全稳定运行的基础性制度保障。

6月1日起

银行卡清算市场实行准入管理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陈
炜伟、赵超）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
司长彭思义22日介绍，交通运输部正
在编制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安
排了专门章节，统筹谋划现代物流发
展，将重点推进城乡配送、智慧物流等
七方面工作。

彭思义在当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国

际物流发展大会上介绍，一是打通物流大
通道，推进物流大通道布局规划和综合交
通运输系统建设，突出国际物流大通道的
互联互通，改进和优化通道通行、通关管
控政策，促进协同融合和便利运输。

二是着力突破多式联运发展中政
策制度、标准规范不统一的瓶颈，依托
物流大通道开展试点示范。

三是推行车型标准化，加快推动相
关国标的建设，加强超载超限源头治
理，加快淘汰非标车型。

四是畅通城乡配送，重点推进城市
绿色货运配送和农村物流示范工程建
设，完善分级网络，推广集中配送、共同
配送等集约化模式，提升城乡物流配送
服务水平。

五是加快推进行业信用法制、标准
规范、监管体系、诚信体系建设。

六是发展智慧物流，适时研究制定
“互联网＋”货物与物流行动计划，深入
推进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七是强化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建设，
完善平台服务功能。

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在编制

突出国际物流大通道的互联互通

这是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的
一处光伏发电场（3月15日摄）。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2015年一
季度，全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504万千瓦。截至2015年3月底，
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3312万千瓦。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上海4月22日电（记者
王涛、姚玉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22日宣布上海市开展自贸试验区
分账核算业务的金融机构可按相关
要求向区内及境外主体提供本外币
一体化的自由贸易账户金融服务，这
标志着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
的正式启动。

据介绍，央行上海总部当日发布了

《关于启动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
的通知》，金融机构可根据该通知的要
求，提供经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的外
币服务。这也是4月20日国务院发布
《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开放方案》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推出的第一项金融举措。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认为，此次自由
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的启动，将大大

提升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服务水平。一
是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的启动，
将为企业提供账户内本外币资金兑换
便利，降低融资成本和汇兑成本，更好
地管理汇率风险。金融机构对企业参
与国际竞争中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可以
有更好的响应和跟进，提供具有国际水
准的金融服务，为境内金融服务的改进
提供示范效应。

二是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为企
业更好地统筹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本
外币两种资源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加快
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监
管体系。

三是有利于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未来一段时间，人民银行将依
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围绕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的各个要素，推动金融市场
实现双向对外开放，打开自贸区企业境
外融资的通道，推动自贸区建设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高效联动。

上海启动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功能

一季度我国新增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超500万千瓦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王璐）国际原油价格的“六连涨”，
让本周国内油价月内“两连涨”几成定
局。记者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解到，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4
月24日）开启。从目前的原油走势上
看，上调幅度预约在270元／吨，测算到
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
均）每升分别上扬0.2元和0.23元。这
将是国内成品油价年内第四次上调。

自4月10日国内油价上调以来，在
美国原油产量增速放缓、预期产量下滑、
全球范围内需求增长、美元走低、也门局
势紧张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国际油价大幅
反弹，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截至4月20
日收盘，WTI较4月9日收盘上涨11％，
布伦特较4月9日收盘上涨12.2％。

受此拉动，国内成品油上调预期愈
演愈烈。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4月21日，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原油变
化率为7.12％，对应汽柴油上调幅度为
235元／吨。若原油保持当前价位，那
么年内第四次上涨幅度将达到270元／
吨，折算升价为90号0.19元／升，0号
0.23元／升。若原油保持小涨走势，本
周成品油涨幅有可能达到280元／吨。

2015年以来，国内成品油共经历了
7个调价周期（三涨三跌一搁浅），“若本
次油价上涨得以落实，预示着国内成品
油价格或将摆脱自2014年7月以来的
低迷态势。”卓创资讯分析师张斌表示。

在此之下，国内各地中石油、中石化
等主营单位及社会单位汽油价格提前推
涨。据中宇资讯分析师马燕介绍，21日
多地主营单位汽油涨幅达100－300元
／吨左右，其中江苏石化汽油再次停批，
华北汽价多已涨至批发到位价；柴油多
走稳，而地炼因销售承压，前期涨幅过
大，本周出现小幅回调迹象。

油价月内
“两连涨”几成定局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陈平）面对疯狂
的市场，尽管管理层多次打召呼，希望投资者理性
投资，而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券商两融业务，同
时，前期对市场颇有号召力的领涨龙头“一带一
路”开始走弱，龙头股中国南北车甚至被主力一再
打至跌停板。然而在火爆的人气下，今天沪深两市
在昨天大涨基础上更是高开高走，终盘以更大的涨
幅报收。沪综指涨 104.87 点，涨幅 2.44%，报
4398.49点，盘中一度高见4400.19点，再创近7年
新高；创业板也是大涨报收 2634.93 点，涨幅
2.68%，创出历史新高。两市共成交16598.4亿
元，上涨个股2300家，下跌只有117家，涨停个股
达156家，没有跌停个股。

对于一飞冲天的沪深股市，黑石集团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Steve Schwarzman在美国中国
总商会周二于纽约举办的金融与房地产论坛上表
示，在中国经济减速之际，全民炒股的中国股市出
现过热迹象。他还称，中国政府可能将采取措施
防止股市过热，比如抑制融资配资等，最终允许货
币自由兑换等。市场的疯狂让人既喜且忧，毕竟
管理层希望的是慢牛、健康牛，绝对不是疯牛，因
此，投资者在享受上涨带来的快乐时，还是保持一
份清醒为好！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市场疯狂不输以往

沪指百点长阳再创新高

日本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22日报收20133.90点，涨幅达1.13％，创15年来
收盘新高。

日本财务省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日
本商品贸易收支时隔2年零8个月首次取得顺
差，令投资者看好企业海外收益能力提高。另外，
市场期待日本央行近期加码货币宽松，同样对股
市起到刺激作用。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日经指数收盘站上两万点
创15年来收盘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财政部22日发布
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308.12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20.62亿元，下降6.3％。

我国销售的彩票主要分为福彩和体彩两大
类。3月份，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78.22亿元，同比
减少9.30亿元，下降5.0％；体育彩票机构销售
129.90亿元，同比减少11.32亿元，下降8.0％。

财政部综合司表示，3月份彩票销量同比出现下
降，主要是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即开型彩票从
2014年4月以来，销量持续下滑；二是受互联网整顿
的影响，乐透数字型和竞猜型彩票销量分别下降。

与上年同期相比，3月份全国共有11个省份
的销售量出现增长，其中，浙江、湖北、内蒙古、云
南和贵州增加额较多。

财政部综合司称，各级彩票机构要密切跟踪
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切实加强彩票发行销售工作，
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3月份全国彩票销售
同比下降6.3％

昨日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