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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7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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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13日10时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1、海口明月楼大酒店有限公司的SOT600数字机、箱式变电站及
其内部的高低压配电设备、交流口频柴油发电机及酒店的其他非固定
资产（详见资产评估报告）。整体参考价：163万元，保证金：20万元。

2、浪琴桶形男式手表一块、三星Anycall型SCH-W899手机一
部、1.01CT小钻石一颗（详见资产评估报告）。整体参考价：9万元，
保证金：1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9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9日下午17时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7月9日12时前到账为
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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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姓名或
名称、标的1（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09号或标的2（2015）海南
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0号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11921、18976230583
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88-10号

潘在雄、郑月琼、潘在豪、龙仕珍：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下

简称琼中县）公证处（2012）琼中证字第7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
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琼中证字第96号执行证书，立案执行赵宏伟
申请执行你们4人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于2015年5月12日委托海
南华路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潘在雄、潘在豪名下位于琼
中县湾岭镇海榆路左侧（原湾岭联合厂）建筑面积为546.22平方米
的房产[证号：琼中房权证湾岭字第私有0061号]及潘在雄、潘在豪名
下位于琼中县湾岭镇老湾岭墟745.7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号：琼
中国用（2009）第014号]进行价格评估。该评估公司于2015年6月
3日作出华路估字[2015]052号《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确定鉴定对
象在估价时点2015年5月12日的房地产总价值为人民币145.90万
元。2015年6月12日，本院作出（2014）海南一中执字第88-9号执
行裁定书，拍卖潘在雄、潘在豪上述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因你们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是六十七条第（八）项
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海南华路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上述《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和本院上述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3、45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05）龙执字第308号和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2014）美执字第16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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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对涉案
需变现财产：1、劳力士手表一块，参考价25.8335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
元。2、琼A2777E雷克萨斯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36万元，竞买保证金6
万元；琼AY7957起亚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5.5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琼AEF157东风轻型普通货车，参考价3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现将第
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7月8日15：30；2、拍卖
地点：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海南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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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6日
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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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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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3、45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
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第2项标的物的违章罚款由买受人承担。拍
卖机构电话：0898-66531951 68539611；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
电话：0898-6672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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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新闻办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正
式宣布9月3日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

在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刻，
回眸历时14年、350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的血
火战争，中华民族将以最庄严的方式向自己
的胜利致敬，并从中获得丰厚的现实启迪。
尽管胜利日阅兵是国际惯例，但随着9月3日
的临近，外界对中国为何阅兵仍然不乏猜测：

“秀肌肉”，还是要向谁施压？但这些猜测未
免都显得太肤浅了。

看点四 系列纪念活动将持续半年

2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曲睿
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等方面情况。备受关注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的系列活动开始掀开神秘的面纱。在发布会上透露出的信息，让人们对70多天后即将举行的盛大仪式充满了期待。

9月3日天安门阅兵 大看点

发布会上，王世明宣布，9月3日
上午，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并将亲自为抗战
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将领或其遗
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为什么将纪念大会选在9月3日
举行，王世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
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2014

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
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在这一天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缅怀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们，铭

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艰苦卓绝的斗争，彰显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
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表
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维护第二次世
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坚
定意志。

阅兵是国家礼仪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古代就有“沙场秋点兵”做
法。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活动是世
界许多国家的惯例，是纪念活动不

应缺少的一部分。曲睿表示这次阅
兵的主题，是纪念抗战伟大胜利、弘
扬抗战伟大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

与国庆阅兵不同，这次阅兵安
排了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现在仍健
在的抗战老兵、支前模范和英烈子
女代表参阅，充分展示对抗战老兵

和支前模范的敬重，对抗日英烈的
敬仰。参阅部队从 7大军区，海军、
空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解放军
四总部直属单位抽组。徒步方队是
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英模部队群
体所在的现役部队代表。装备方队
展示的装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

许多都是首次展示。同时，这次阅
兵还邀请有关国家军队派代表和方
队参加。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曲睿还明确表
示，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这次阅兵安排了部分国民
党老兵受阅。

看点二 阅兵方阵内涵丰富

9月3日天安门广场阅兵有几个鲜
明特点：首次组织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专题阅兵，首次设计

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
等英模部队代表编组受阅；首次安排将
军领队参阅，首次邀请外国军队代表参

加，是一次传承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
与世界、传递和平与发展的阅兵庆典。

至于哪些外军在本次阅兵的邀请

之列，曲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有
关外军方队的邀请工作，正在协调办
理当中，具体的细节还需要协商确
定。邀请外军派代表参阅，其目的是
充分体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的国际性，体现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我们
已向相关国家的军队发出邀请。对于
愿意来华参阅的外军代表，我们表示
热烈欢迎。我们将会尽最大可能为外
军派代表参阅提供各类保障。目前各
项准备已经展开。”

看点三 四个“首次”特点鲜明

阅
兵

向中华民族抗战伟大胜利的庄严致敬！

在 年前的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中国以 多

万军民伤亡、时值 亿美

元损失的巨大代价，作出了

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

贡献。

自 年“九一八事

变”直至 年日本投降，

在 年的时间内，中国作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

主战场，为整个战争胜利赢

得了时间，配合了欧洲战场

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

制约并打乱了日本法西斯

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

企图。

中国战场在亚洲战场

的地位，亚洲战场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场的地位，应该得

到当今国际社会的理解、认

可和牢记。

山川不改仗英雄。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东方主战场，英模部队的征战史是中
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
他们中的代表亮相阅兵，其军事素养和精神
风貌将向世界表明：当年中国军人那种不畏
强敌、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当年那一代军人
的热血和信仰，直到今天依然澎湃。

——胜利日阅兵
是中华民族英雄之气的检阅

——胜利日阅兵
是大国军队威武之师的宣示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中日武器装备差距
很大——这句话多指陆军。如果说到空军海
军，就不是“差距”两个字所能描述的了。抗
战初期，中国空军只有飞机300多架，而日本
仅用于侵华的作战飞机就有800多架。1945
年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一支队伍高
举着写有“海军”两字的旗帜，没有番号，没有
舰别，因为中国海军已经在此前会战中全军
覆没。

沧海桑田，历经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
年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经历了大跨越、
大发展。根据发布会介绍，受阅装备方队
将向世界展示的装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
备，首次登场亮相新装备占的比重比较
大。当然，无论装备怎么发展、战争形态如
何演变，人始终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中国
军队能否在下一场战争中实现“能打仗、打
胜仗”的目标，能否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
合？参阅部队和装备也许将给世界开启一
扇观察中国军队的窗口。

——胜利日阅兵
是全民抗战中国力量的投射

凡是为民族利益鞠躬尽瘁的，都是英雄；
凡是在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的，都理应得
到我们的尊敬。部分国民党老兵将参加受
阅，必将唤起人们对全体中华儿女共御外侮
生死岁月的回忆。面对中华民族存亡的空前
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
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为民
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
势磅礴的力量。

——胜利日阅兵
是艰苦卓绝中国战场的回顾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帮助，中国抗战
更是通过长期牵制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主要
兵力而对二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
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
义。胜利日阅兵邀请有关国家军队派代表和
方队参加，将共同追忆中国与世界携手反法
西斯的历史一幕，也将重申中国愿与国际社
会广大成员一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
力量的坚定决心。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和牺
牲的中国，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但更不会将
历史的追问止于苦难。作为战胜国，中国人
民将把民族的苦难记忆转化为制止罪恶、反
对战争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而胜利日阅
兵要向世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捍卫和平
的国家意志。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4
看点一 时间9月3日 地点天安门

除了9月3日当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以外，据王世明介绍，其他有关纪念
活动也将在下半年陆续开展。

结合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78
周年，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举行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主
题展览开幕式。

7
月
7
日

前后，举行
港澳台同胞、海外
有关人士纪念抗
战胜利座谈会，围
绕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一些
重大问题举行国
际学术研讨会。

9
月
3
日

以辽宁
省委、省政
府名义，在
沈阳市九一
八历史博物
馆举行“勿
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
式。

9
月

日
18

前 后 ，
举行纪念台
湾 光 复 70
周年大会和
学 术 研 讨
会。支持海
外侨胞在当
地组织相关
纪念活动。

月

日
25

10
以中共中

央、国务院名
义，在南京市
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

月

日
13

12
——各地将组织

对国内健在的抗战老
战士、老同志、抗日将
领或其遗属的慰问活
动。国务院将公布第
二批国家级抗战遗址
和纪念设施，民政部将
公布第二批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创作推
出一批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
有较高思想艺术
水平的舞台及影
视文艺作品和出
版物。

——由中国人民
银行发行一套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币，由国家
邮政局发行一套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邮票。

各地还将以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为
主题，结合当地抗
战历史，同步联通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主题教育
活动。

记者 罗宇凡（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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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