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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阳光二期A区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变更批前公示启事
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海域阳光二期A区”项目位

于滨海大道南侧，2014年5月通过方案技术审查。现建设单位申请设计
方案变更，变更后的设计方案符合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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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2015
年6月17日至7月1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www.hkup.
gov.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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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第
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
57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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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6月17日

根据（2014）龙执字第1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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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公开
拍卖：力狮牌JF1BM92D小型汽车一辆（车牌号：赣C7K292），参考价：8
万元，竞买保证金3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
间：2015年6月26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
中心D座2101拍卖厅；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6月24日17:00
前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
月25日12: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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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
字第14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7125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4号

拍 卖 公 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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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文昌市长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海南省文
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555号红树湾度假公馆C幢901室、911室，建筑
面积均为86.48m2。参考价均为1038538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45
万元人民币。相关税费等依法由各自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7月3日17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3日17时前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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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
位：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
幢4楼；电话：31355988 13322013003；委托方监督电话：65328281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的出资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6月8日作出《关于解散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从即日起解散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并成立清算组依法组织清算。清算组由刘自
力、杨建军、刘汉林、罗国庆、张毅、司徒军、刘世仲、陈华、徐强、林帮
强、秦怡等成员组成，刘自力担任负责人。

凡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债权人均可于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依法向企业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申报债权的方式：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向以下地址寄送其债权资料：海口市龙昆

南路30号正大豪庭6栋茅台商铺，邮政编码：570100。
到现场申报的，请到以下地址申报债权：海口市龙昆南路30号正

大豪庭6栋茅台商铺。
联系人：周继全，联系电话：15595900001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解散清算注销公告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6月17日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5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2015年海南大学继续面向全社会招生。海南大学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培养单位。据统计，我校MPA研究生 95%以上来自政府、党
群、事业、军队等公共部门与机构。

培养目标及报名条件：公共管理硕士（MPA）被称为“高级公务员
的摇篮”，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认可。为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报考，人
事部于2005年专门针对MPA报考发出通知（国人部[2005]52号）。

报名方法及程序：2015年6月23日—7月11日，登陆: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生成并打印《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
登记表》。2015年7月12日—15日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2015年10
月16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考试及录取：考试科目为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和外国语，考试时间为
2015年10月25日。录取分数线由海南大学自主划定，结合复试择优录取。

备考及复习：详情请到 http://www.hainu.edu.cn/mpa 查看；咨询
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联系人：张老师、杨老师；微信公众号：
MPA-66292663 http://www.hainu.edu.cn/mpa 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楼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

征询异议公告
凯瑞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退还诚信金壹仟万元，经

报请澄迈县人民政府同意，我局拟将按原渠道足额退还该笔

款项给凯瑞投资有限公司，不计利息。凡对上述退款有异议

者，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提交事项异议书及

相关材料，逾期未提出的我局将视为无异议并按原渠道退还

上述诚信金。

特此公告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15日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一期桩基础工程施工、监理招标于2015

年6月16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
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施工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湖南奉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金中天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佳磊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2015年6月19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

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电话：
0898-68727598。招标人：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粤海片区天翔路工程项目监理于 2015年 06月 16
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开标，已
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肯特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建设工程顾问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 年06月 17 日至2015年06月19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话
0898-68724548。

招标人：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海口市粤海片区天翔路工程项目监理
中标公示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平台。
二、招标单位：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三、项目情况：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海南二建总部、项目现场、移

动办公点的日常工作、技术支援、安全监控、劳务管理等工作。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1、企业注册资本金100万（含）以上；2、非

本省投标人应在海南设有分公司 (需提供本地工商或商务注册资
料，注册满三年以上)，配有较强的本地专业技术队伍。

五、招标文件获取：请投标人于2015年6月 17日至2015年6月
23日17点30止，到海口市海甸五西路78美丽沙花园3楼经营部购
买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898-66772830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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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16
日确认，该组织头目纳赛尔·武海希在
美军空袭中毙命。阿拉伯半岛分支是

“基地”组织目前最为活跃的分支，武
海希毙命或对“基地”组织造成冲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早些时候援
引也门官员的话报道，美军12日在也
门东部哈德拉毛地区发起无人机空
袭，武海希在空袭中死亡。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情报部门官
员的话报道，“我们仍在确认他的死
讯”，现在确认他的死讯还为时过早。

“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晚
些时候通过其官方账号发表声明，
证实武海希及两名“基地”人员在

“在以他们为目标的美国无人机空
袭中丧生”。

武海希在“基地”组织内部占据重
要地位，不仅是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头
目，而且是“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更

被认为是“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
希里的接班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布鲁
斯·里德尔认为，武海希的死或许会给

“基地”组织带来领导层危机，但“他们
（武海希等）的思想和观点已经流传，
他们的死不意味着问题就此解决”。

晚些时候，“基地”组织阿拉伯半
岛分支高级成员哈立德·巴塔尔菲发
表声明，宣布这一组织的军事领导人
卡西姆·拉伊米已经接替武海希，成为
该组织新头目。

纳赛尔·武海希1976年出生于也
门南部贝达省。1998年，武海希前往
阿富汗加入了“基地”组织。2001年
美国攻入阿富汗前，武海希一直担任

“基地”头目本·拉丹的秘书。
2001年，武海希逃离阿富汗，后

被伊朗方面抓获。伊朗两年后将他移
交给也门。2006年，包括武海希在内

的23名“基地”组织成员在也门首都
萨那越狱。

此后，武海希在“基地”组织内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武海
希合并了“基地”组织在也门和沙特阿
拉伯的分支，在也门南部成立“基地”
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境内多
次袭击政府、军队、外国公民和外国使
领馆，并策划实施针对西方国家本土
的袭击。

武海希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
2014年“基地”组织在也门举行的一
次集会上。“基地”组织公布的视频显
示，武海希在会上强调“基地”组织的
袭击目标是美国。

2015年1月，法国《沙尔利周刊》
遭到武装人员袭击，武海希领导的“基
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宣称发动了
这一袭击事件。

杨舟（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基地”二号人物武海希毙命

美国媒体15日报道，参与本月初“最严密监
狱”越狱案调查的消息人士透露，涉嫌为越狱犯提
供逃脱工具的监狱员工乔伊丝·米切尔与两名越
狱犯均发生过性关系，与他们共谋的越狱计划可
能还包括杀死自己同在这座监狱工作的丈夫。

越狱囚犯分别为理查德·马特和戴维·斯韦特，
因杀人分别被判处25年监禁和终身监禁。他们6
日从纽约州看守最严密的克林顿监狱逃脱，成为这
座百年监狱首次越狱成功的囚犯。调查发现，两人
使用“电动工具”打穿牢房墙壁，最终从井盖口逃
出。作为监狱工业技能培训主管的米切尔因涉嫌
提供作案工具而被捕，15日出席预审听证会。

《纽约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调查显
示，现年51岁的米切尔首先结识斯韦特并产生感
情。接到两人关系过密的投诉后，监狱主管方将
斯韦特调离米切尔分管的缝纫车间。不久，米切
尔开始与马特打得火热。

消息人士说，马特曾经当过侦探，被形容“才
能出众”，后来说服米切尔加入越狱计划，提供所
需越狱工具，“他们俩（杀人犯）玩弄了她”。

《纽约邮报》报道，作为越狱计划的一部分，米
切尔据称还与这两名杀人犯共谋杀死自己作为监
狱维护工的丈夫莱尔·米切尔。不过，越狱成功那
晚，米切尔显然在最后关头幡然醒悟，退出计划，没
有继续与两名杀人犯逃跑。

克林顿县治安官戴维·法夫罗认为，马特和斯
韦特逃出监狱后，如果米切尔执迷不悔地上了那
辆逃亡车辆，她很可能被杀死，因为这两人很明显
在“玩弄她的感情”。

针对越狱犯的抓捕行动15日进入第十天，但
截至当天深夜仍没有任何重要进展。

克林顿县地区检察官安德鲁·怀利说，当局搜
捕行动所耗资金“超过每天100万美元”。

警方介绍，包括地方、州和联邦执法机构在
内的800多名执法人员正在邻近克林顿监狱的
374号公路展开搜捕，部分路段将至少封闭至
16日。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情迷杀人犯
美越狱案藏更大阴谋

因涉嫌“伪装肤色”而陷入种族争议
的知名民权人士蕾切尔·多尔扎尔15日
发表声明，宣布辞去美国“全国有色人种
协进会”（NAACP）斯波坎分会主席。

多尔扎尔在声明中说，出于维护
NAACP促进民权事业的考虑，她决定
辞职，由现任副主席奈马·夸尔斯—伯恩
利接任。不过，多尔扎尔没有就自己的
肤色问题作出正面回应。

多尔扎尔现年37岁，因积极参与非
洲裔团体的民权活动而成为这个美国最
大非洲裔团体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分会
的主席，并兼任斯波坎市警方独立协调
员，在该市非洲裔族群中声望颇高。

尽管上述职务并没有要求任职者必
须为黑人，但多尔扎尔仍在申报资料中
称自己有黑人血统、白人血统和印第安

血统。过去多年中，多尔扎尔一直声称
自己是非洲裔人士，还多次向警方报告
接到涉嫌种族歧视的邮件和威胁。

本月12日，多尔扎尔的白人亲生父
母打破沉默，证实女儿是白人，并公布了
她的出生证明和照片。照片中的女孩长
着金色头发，肤色白皙，与如今深色卷
发、茶色面孔的多尔扎尔有明显差别。

多尔扎尔辞职前，她的父母接受美
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们很早就知道
女儿伪装肤色的做法，为此感到困惑，但
一直没有对外说出来，直到近期有媒体
问了相关问题。

“蕾切尔试图否认自己的现实（身
份）……但她这么做也改变不了现实，”
她母亲说。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芬兰一名女子8年间杀死5名自己刚生下不
久的骨肉，还把尸体藏在冰箱里，本月15日被判
处终身监禁。

芬兰西部奥卢地区法院认定，这名36岁的女
子犯有5项谋杀罪，并且因没有让被她杀死的婴儿
得到合适的安葬，犯有5项侵扰死者安息的罪行。

这名女子已经有一个14岁的儿子。她辩称自
己无罪，说那些婴儿是死胎，生下来就已经死了。
法庭对此不予采信，理由是法医检查死婴牙齿后发
现，至少其中一些婴儿是活活被杀死，有的活了4
天，随后被这名女子遗弃在一个篮子里，最终死去。

这一可怕的罪行一年前东窗事发。2014年
6月，邻居们开始抱怨，这对小夫妻搬进来以来
后，他们所住的公寓楼便传出恶臭。警方很快发
现，这名女子把婴儿的尸体分装在垃圾袋内，丢弃
在公寓楼的地下室。

警方说，这名女子起先把死婴藏在旧公寓一台
冰箱里，但新公寓搁不下冰箱。接受警方讯问时，她
无法解释为什么选择保存而不是安葬死婴的尸体。

地区检察官萨里·肯帕伊宁告诉法新社记者，
所有5名婴儿出生时已经足月或者将近足月。

警方尚未确认头两名婴儿的父亲。2010年，这
名女子与一名男子结婚，第三次怀孕。她随后欺骗
对方说，自己流产了。

这名女子与这名男子随后生下两个孩子，但后者
全然不知妻子还有其他怀孕经历，更不知妻子犯下如
此可怕罪行。死婴尸体被发现后，他立即请求离婚。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在芬兰，获判终身监禁
的人通常在监狱里服刑12年左右后即可申请
保释。 胡若愚（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知名民权人士
因“伪装肤色”辞职

芬兰一狠心母亲
杀死５名骨肉藏尸冰箱

新华社开罗6月16日电（记者王
雪）埃及开罗刑事法院16日宣布维持
对前总统穆尔西的死刑判决。

当天，穆尔西还因间谍罪被判处
终身监禁。因越狱案和间谍案一同被
宣判的还包括多名穆斯林兄弟会（穆
兄会）领导人与支持者。

5月16日，穆尔西被开罗刑事法
院判处死刑，他被指控在2011年1月
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实施越狱
并袭警。判决书随后提交给埃及宗教
领袖穆夫提，由其依据伊斯兰教法对
判决提出意见。

除越狱案外，上月16日法院还对
穆尔西所涉的间谍罪案件进行了审
理。法庭指控相关被告与境外组织勾

结在埃及从事恐怖活动，并将国防机密
泄露给他国。在该案中，多名穆兄会领
导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穆兄会最高决
策机构指导局副主席海拉特·沙特尔，
而穆尔西并未获刑。

2011年1月27日，穆兄会宣布将参
加反对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的抗议示威，
穆尔西和穆兄会其他一些领导人之后被
捕。此后，埃及发生大规模越狱，穆尔西
等人重获自由。穆尔西等多名穆兄会领
导人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被控共同策划
并实施了越狱行动，包括持械冲击关押
穆尔西的瓦迪·奈特伦监狱等3所监狱、
绑架多名警察，导致50多名警察和囚犯
死亡、超过2万名囚犯逃走并造成大量

财产损失。
今年4月21日，因被控在2012年

总统府外抗议示威活动中非法拘禁和
暴力镇压示威者，穆尔西被判处20年
监禁。这是埃及法院首次对穆尔西所
涉多起案件作出判决。

穆尔西2012年当选为埃及首位
民选总统，执政一年后在大规模民众
抗议示威中遭军方解除职务。随后穆
尔西被捕，并面临涉嫌煽动暴力等多
项指控。

埃及媒体指出，根据埃及法律，即
使本月的再审维持死刑判决，穆尔西
和其他被告仍可对判决提出上诉。在
经过上诉法院重审后，最终将由最高
法院作出对穆尔西的终审裁定。

埃及法院维持对穆尔西死刑判决
根据埃及法律，即使本月的再审维持死刑判决，穆尔西和其他被告仍可对判决

提出上诉。在经过上诉法院重审后，最终将由最高法院作出对穆尔西的终审裁定

新华社美国迈阿密6月15日电（记
者陆佳飞 穆东）美国前佛罗里达州州长
杰布·布什 15 日正式宣布参加 2016 年
美国总统选举，并表示当选后将对华盛
顿盛行的谋求私利的政治文化进行改
革。

杰布·布什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城市
迈阿密参加竞选活动时，指责“停滞不
前”并充斥着“娇惯精英”的华盛顿需要
为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负责，并表示自
己将改变华盛顿盛行的利益集团当道的
政治文化。

杰布·布什当天发表竞选演讲时，指
责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参与制定
的现任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导致一系列危
机产生，并表示自己当选后将加大军事力

量建设。
杰布·布什现年 62岁，来自政治世

家，是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乔治·布什的
儿子、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Ｗ·布什的
弟弟。由于布什家族政治遗产的影响，
尤其是小布什任期内发动了伊拉克战
争，杰布·布什在宣布参选前就面临许多
关于其外交政策是否会受其家族政治影
响的质疑。

杰布·布什在去年年底首次公开表
示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时，在党内的支持
率一度领先。然而，随着共和党宣布参
选的人数升至两位数，布什的支持率被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另一名候选人马尔
科·鲁比奥超越，与其他候选人也基本
持平。

杰布·布什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表示当选后将对华盛顿盛行的谋求私利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革

6月1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出席庭审。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