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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黑龙江凯越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15年5月28日上午

10时依法公开拍卖：海南梦幻岛船艇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包括 104000104号海域使用权证：建设填海造地 20.2公顷；
104600105号海域使用权证：透水构筑物3.71公顷，游乐场29.69公
顷）。参考价人民币壹亿元以上。

本标的设有保留价，不达保留价不成交。
公告之日起展样。
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5月25日15时，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

证件及100万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支
票到帐方可参加竞买）

拍卖地点：海南梦幻海岸温泉酒店（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经济开
发区盈滨半岛）

公司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邮政街07号
咨询电话：13069898555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海联中学。招标代理：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招标项目：海口市海联中学教学综合楼工程。建设规模：新建1
幢地上5层框架结构教学综合楼，总建筑面积3048平方米，最大单体
建筑面积3048平方米，最高房屋建筑高度18.90米，最大单跨跨度9.9
米；招标控制价：6371125.81元。工期27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及
安装工程等施工总承包。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
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有效安考B证，且未担任
其他在施项目经理。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近三年内完成单
项房屋建筑工程建安合同金额达600万元（含）及以上业绩。省外企业
需具备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且满足本次招标所需的资质要求。不
接受联合体投标。请于2015年4月30日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本次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
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
布。联系人：陈工0898-68503926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515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5年5月15 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振发路的高登西路安置房项目A、B栋第
一层商业铺面：建筑面积1940.53m2，参考价1877.7万元，竞买保证
金6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14日止。
本次拍卖标的按现状、净价、整体拍卖，产生的所有税费由买受

人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5月14日17：00前持有效证件来
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F
电话：0898-68585002 13976739158

一槌九鼎鼎 和和谐生财

海南省琼中县地方税务局
公 告

琼中金丰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36552775226）：
你公司开发建设的“金木棉广场”项目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

条件，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清算手续，经我局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以罚款，你公司逾期仍未办理清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和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规范土地增值税清算核定征收工作流程

的通知》（琼地税发[2014]112号）规定，现对该项目采取核定征收

方式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特此公告。
2015年4月30日

为切实解决好我市渔船实际情况与渔船证书记载
不一致的历史遗留问题，推进新版渔业捕捞许可证换
发、燃油补贴、渔船信息管理等工作。根据《海南省“船
证不符”渔业船舶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请我市渔
船所有人认真按照证书登记进行实船核对，如属“船证
不符”的在编渔船，于2015年5月31日前到我市渔业部
门申报办理核查整改工作，逾期不申报的，将不再予以
受理。

特此通告
琼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5年4月30日

通 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什玛医院公告
海南信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博利恒）：

你公司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跟我医院签订一份《土地承
包合同》，合同约定：我医院将座落在南丰河西岸，其四至为东从
南半河西岸起；西至鱼塘止；南从麻风村起；北至橡胶林止；一块
土地发包给你公司。承包年限为三十年，即从一九九六年七月一
日起至二O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承包费缴交时间及办法为一
年一缴，每年的承包费限于当年的12月30日前交完，如逾期一
年以上，我医院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合同签订后，你公司从未按
合同约定向我医院缴纳土地承包金，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损害
了我医院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我医院决定终
止双方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现公
告向你公司送达我医院终止合同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
日视为送达。

乐东黎族自治县什玛医院
2015年4月28日

迁坟公告
西环高铁（临高段）站前广场是省重点建设项目，位于临

高县博厚镇美所村委会企业场、美所村委会洋孝村民小组、美
所村民小组(既临高县博厚镇美所村委会山神坡)地段。现该项
目已施工建设，为了服务西环高铁建设大局，凡在该项目用地
范围内的坟墓，请坟主自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与临高县博厚镇
人民政府办理迁坟手续，并于2015年5月10日前迁坟完毕，
逾期未办理或未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办公室电话：0898--28540911
联系人：吴祖星 联系电话：13337539331
特此公告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4月29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公开转让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XZ201504HN0044

受委托，按现状转让海口市海甸岛碧海大道20号（原沿江一西
路）5292.6m2（约7.93亩）土地使用权，用于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约为
10585.2m2职工统建商品房。该地块规划用途为办公居住混合用
地，剩余使用年限约50年，容积率≤2.0，建筑密度≤30%，绿地率≥
30%，建筑限高≤50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137
号。挂牌价格19,148,627.00元。

公告期和联系方式：公告期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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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65237542，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省图书
馆正门对面），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4月30日

招商公告
现有以下项目拟公开招商，选择总代理单位，欢迎符合条件的有

意愿单位参加本次招商活动。
1、项目概况：蓝城印象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二期项目总建

筑面积109719.11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9719.11m2，地下室建筑
面积约20000.00m2（车位560个）。

2、申请人资格要求：（1）在国内依法注册登记并有效存续的内
资企业且具有房地产开发或销售代理资格，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0万元，并提供不低于7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信证明（报名当
日提供在公告期间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2）代理单位（或其出资人
及主要团队人员）开发、正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不少于5万
平方米；或代理销售的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不少于5万平米。（3）缴
纳投标保证金300万元人民币（本项目挂牌公告期内须到达招商人
和招商受托人共管账户）。（4）承诺完全接受本《指引》关于代理公司
资格、总代理条件、不可谈判条款以及操作程序等方面的所有规定和
要求。（5）本项目招商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3、申请投标（报名）所需提交的文件：按《招商指引》要求提供。
4、报名起止时间：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28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5月28日17时30
分。

5、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和谐路16号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一楼海口德悦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6、比选方式：向社会公开竞争性招商，由符合条件的意向总代理
单位提供项目的概念规划方案和商务报价文件。最后对意向总代理
单位的概念规划方案和商务报价文件进行综合评定，最高分者确定
为总代理单位。

7、联系人：张工电话：68532659
何工电话：13976954019，0898-68568455

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联合拍卖公告
(2015)琼技委拍字第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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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 2015年 5月 18日 9：30时在海南天合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大厅联合拍卖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土福
湾（邻海棠湾）“万联晋海”房地产项目：C07地块65690.9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陵国用（英）第13821号）；C08地块
上26栋别墅及相应分摊土地（主体工程已完工，其中两栋别墅高档装
修）；C06 地块中 101 套公寓及相应分摊土地（所有公寓均为高档装
修）。该房地产项目临主干道、临海、临河。参考价：101791.7152万元
（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亿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5月 15日 12时止；情况说明：1、
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2、在本项目
C07地块土地使用权（原设计酒店用地）被查封之前，经产权人海南航
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意，案外人长治县明源酒店有限公司已将一
艘约两千多吨“新南海号”旧货轮安置在该项目C07地块西边与海滩
链接通道旁空地处，由其出资打造成沙滩休闲娱乐中心，作为该小区
综合服务配套使用。3、竞买人竞买C07地块土地使用权后，继续同意
维持明源公司在该土地上安置及使用该货轮的现状，如将来各方因
该货轮出现的新问题，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应自行协商或者其他法
律途径解决。有意竞买者请与2015年5月15日16时前到下列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信银行海南省海口分行营业
部；账号：754011018310000181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
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琼技委拍字第030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
贸中心D座2103室；电话：68585867 13907681867

联拍单位：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
外大厦三层；电话：66747557 13907628809

联拍单位：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19号首
力大厦502室；电话：66785809 13637632488

海南省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962339

一、劳模感恩之旅
5月1日-5月3日，获得市级以上劳模及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凭本人身份证和

真实的劳模奖章或证书可获得免票游览天涯海角游览区的礼遇。

二、夏季优惠门票
5月1日-9月30日，散客票85元/人，旅行社团队票85元/人，优惠票50元/人。（含

政府价调基金5元/人、百分关爱.天涯海角公益基金1元/人）；

三、海南人游天涯海角（随团除外）
1、5月1日-9月30日，海南本省居民持本

人身份证，通过天涯海角游览区官网购票，可享

受优惠门票价格50元/人。

2、6月1日，海南本省居民持本人身份证即

可免费入园。

客服电话：0898-88910131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天涯海角游览区
夏季优惠活动

公安机关为何锁定聂树斌？

【申诉方意见】聂案中没有任何人
指认、指控聂树斌实施了强奸、杀人的
犯罪行为，或在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扭送
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
斌任何犯罪事实或犯罪证据的情况下，
仅仅是因为聂树斌骑了一辆蓝色山地
车，就将其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抓获。

【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案发后，公
安机关划定摸排重点范围，对嫌疑人进
行刻画，走访中了解到有人经常骑蓝色
山地车到案发地附近闲逛的情况，随即
安排民警布控，最终发现一名与群众反
映特征相似的男青年。此人在盘查过
程中神色慌张，说“我没有事，我没有杀
人”等话，引起民警警觉。

为何聂未供出“一串钥匙”？

【申诉方意见】聂树斌自始至终没
有供出一个关键的隐蔽性细节：被害人
遗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王书金
对案发现场遗落的被害人钥匙这个关
键的隐蔽性细节的供述，将这起强奸杀
人案指向为王书金所为。

【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犯罪嫌疑人
在实施犯罪时，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下，对一些物品和枝节问题记不清楚也

属合理。本案是强奸、杀人案，所以对被
害人穿着印象深刻，对其他细节没有印
象，在犯罪心理学上完全可以说明。

聂是否受到刑讯逼供？

【申诉方意见】聂案中许多证据，尤
其是聂树斌的口供，是通过刑讯逼供的
非法手段取得，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

聂母张某某女士说，聂树斌的一审
辩护律师曾问聂树斌：“为什么你第二
次承认了？”聂树斌说：“打哩。”当年与
聂树斌关在同一看守所的纪某某证词
表示，其与聂树斌一同关在看守所105
监号，经常聊天，聂树斌曾向其表示曾
经遭到刑讯逼供。

【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2005年 3
月，河北省检察院组成调查组，对聂案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问题进行调查。调
查组围绕聂案的侦查、批捕、起诉、审判
等诉讼环节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询问
了聂案辩护律师、聂母、看守所管教干
警、办案人员等多人。得出的结论是：
未发现有关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的
问题。

关于纪某某的证词，调查证据显示
聂树斌进入看守所后一直在102室羁
押，纪某某曾多次因诈骗犯罪判刑，当
时被关押在105室，二人不可能经常聊
天。

是“新华西路”
还是“石获南路”？

【申诉方意见】现存卷宗材料显示，
公安机关在办理聂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法
定程序，一些重要法律文书有变造嫌疑。

聂树斌当年9月23日被抓获，28日
才开始有讯问笔录，期间的讯问笔录缺
失。讯问笔录的日期标注混乱，页码涂改
严重。现场笔录形成过程不符合法律规
定，只有一人签字且无见证人。形成于
1994年的现场笔录中出现了多处“新华
路”、“新华西路”的名称，而该段路在当时
的名称为“石获南路”或“石获公路”。

【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聂树斌于9
月23日被带至分局进行审查后，办案民
警对其供述情况有一个核实印证的过
程。28日，在公安机关大量工作基础
上，聂树斌对其犯罪事实第一次做出比
较系统的供述。审讯笔录编号看似混

乱，实则有序，是各部门编写的，后面的
部门对前面的部门起监督作用。

经调查，“石获南路”也被当地群众
称为“新华西路”。被害人所在单位
1990年迁至现“石获南路”，其工商登记
资料上厂址为新华西路。

死刑到底何时执行？

【申诉方意见】法律文书显示聂树
斌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而他
却在1995年5月13日亲笔书写了刑事
上诉状。在执行照片上，聂树斌身穿羽
绒服跪在雪地中，而根据石家庄气象局
调取的相关时期气象数据，如若在雪地
中执行，那么实际执行时间应在1996年
1月13日以后。

聂母表示，她于1995年5月3日持
法官所开证明去火化场领取聂树斌的
骨灰，但这一天聂树斌还活着写了上诉
状。照片显示执行死刑时是下雪的冬

天，这几月把聂树斌弄到哪儿去了？骨
灰是谁的？

【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案卷中有法
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有1995年4
月27日验明正身笔录，上有聂树斌本人
手印。石家庄看守所1995年4月27日当
天的值班报告也记载，聂树斌当天被执行
死刑。死刑执行现场是石家庄市红泽河
刑场，当时有条河里有沙地，怎么可能下
雪？而且工作人员是春秋装，不是冬装。

至于聂树斌上诉状落款5月13日，
很明显这是他的笔误。4月20日的二审
提审笔录显示聂树斌承认已提出过上
诉，山东高院经过鉴定笔迹确认上诉状
系聂树斌本人书写。不存在律师提出的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写上诉状的问题。

王书金是否真凶？

【申诉方意见】王书金多次供述其
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实施强奸杀人
的犯罪行为，并先后带侦查人员指认其
作案现场，现场与聂案为同一块玉米
地，且该处只发生过一起强奸杀人案
件，应认定聂案出现了新的证据。

王书金关于其强奸杀人犯罪的供
述，在作案时间、地点、过程以及被害人
长相穿着、抛埋衣物地点等，都具有唯
一性和排他性。

【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聂树斌供
述与康某某案现场勘查、尸检报告、证
人证言及指认作案现场、辨认被害人物
品等相吻合。

王书金对作案具体时间、被害人行
走路线方向、被害人衣着、被害人身高、
杀人手段、尸体衣物、作案场地，特别是
尸体颈部花衬衣等关键情节的供述，与
康某某被害案的证据存在诸多不符之
处，甚至在关键节点上存在重大矛盾。

聂树斌案复查合议庭审判长朱云三
表示，法院将在全面听取有关各方意见
的基础上，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依法、独立、公正作出复查结论。

（据新华社济南4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记者熊琳）29日，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国务院扶贫办外资
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范增玉贪污、受贿、诈骗罪一
案。经过审理，法院认定范增玉构成受贿罪、贪污
罪、诈骗罪，一审判决被告范增玉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范增玉于2009年
底，利用担任外资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将博宥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羽心（曾用名丁书
苗，另案处理）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捐赠的人民币260万元非法据为己有。

被告人范增玉于2009年至2010年间，利用担
任外资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丁羽心的请托，
为使丁羽心树立正面形象，以达到逃避有关部门查
处的目的，为其提供向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扶贫项
目捐款的机会等。为此，范增玉先后38次索要或收
受丁羽心共计折合人民币4013.4388万元。

被告人范增玉于2010年8月至11月期间，
虚构帮助丁羽心归还朱某欠款的事实，骗取丁羽
心人民币390万元；于2010年12月间，冒充有关
领导，与丁羽心进行手机短信息联系，先后骗取丁
羽心人民币200万元和20万欧元，共计折合人民
币377.076万元；于2010年12月底至2011年春
节期间，在得知丁羽心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后，对丁羽心的下属张某谎称其认识有关领导，可
以为丁羽心疏通关系，先后骗取张某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890余万元。

经过审理，法院认定范增玉构成受贿罪、贪污
罪、诈骗罪，一审判决被告范增玉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国务院扶贫办官员
收受丁书苗贿赂
逾4000万元被判死缓

聂树斌案复查听证会举行

10小时听证会曝出六大疑点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8日下午召开聂树斌故意杀

人、强奸妇女案复查听证会，其官方微博对听证会进行了
播报。

这场听证会历时10多个小时，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聂
案复查合议庭的5位法官悉数到场，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
原办案单位代表分别发表意见。法院邀请的15名社会听证
人员则始终在场，并就相关问题向各方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申诉方和原办案单位代表针锋相对的意见中，聂案
中所存疑点一一显露。

4月29日，被告人范增玉在法庭上。 新华社发

听证会现场的视频截图显示，聂树斌和王书金供述的被害人被害时行
走路线方向不一致。 （来源：山东高法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