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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6HN006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琼B13272金旅牌

大巴车，挂牌价：303436元；琼B12970金旅牌中巴车，挂牌价：

172675元。公告期为：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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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 电话：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6月24日

选取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金牌港航道维护疏浚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建设，现集中公开随

机选取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代理报酬为人民币肆万陆仟元整
（￥46000元）（不含公证费），凡具国家发改委核发的中央投资项
目招标代理乙级资质证书或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招标代理乙级及
以上资质证书的招标代理机构，有意参加选取者，可按《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关于实行交通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随机选取制度
的若干意见》（琼交运公[2009]57号）要求填制《招标代理机构公开
选取申报表》（联系人提供上述电子表格）。

报名时间：2015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29 日（工作日）
上午8：30—11：30，下午15：30—17：30

报名地址：海口市新港渡海路16号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联系人：刘其芬 电话：0898-66100613，13876059062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2015年6月23日

工程招标
本公司大型房产开发项目“蓝洋仙居”位于儋州市兰洋

镇，占地面积230余亩，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即将开工
建设，现招标施工承包企业，要求如下：

1、承包企业必须一级资质以上；
2、承包企业必须具备完整的管理队伍及施工班组，有大

型房地产项目施工经验；
3、本项目为垫资工程；
4、谢绝中介。
公司名称：海南天来泉南洋旅游不动产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崇懋
联系电话：13876784504
公司地址：海口市文华路鸿联商务广场4A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5〕12号

我局于2015年6月19日在《海南日报》B09版刊登的儋土
环资公告（2015）11号。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1、申请人获取
挂牌出让文件时间：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1日。2、
提交书面申请时间：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1日下午
17时，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7月21日下午17
时。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将在2015年7月21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
块挂牌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上午8：30至2015年7月24日
下午15：00。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4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金都二期。二、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发展有限公

司。三、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甸溪一西路北侧0402地块，拟建2
栋，地上 26～27 层，地下 1 层，总建筑面积 23200m2，其中地上
19700m2/地下3500m2；勘察设计工期20日历天；招标范围为初步
勘察、详细勘察（含测量、管线调查）及后续服务，小区规划设计、方
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等。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
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含）以上设计资质和勘察专业类
岩土工程甲级（含）以上资质，接受联合体投标，2011年1月至今至
少有一项建筑面积达2万m2（含）以上房建工程设计业绩，项目负
责人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五、招标文件获取：
请于2015年6月24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
标公告。联系电话：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5〕13号
我局于2015年6月19日在《海南日报》A08版刊登的儋土环资公

告（2015）10号。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1、申请人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时间：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1日。2、提交书面申请时间：
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1日下午17时，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5年7月21日下午17时。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7月21日下午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块挂牌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上午8：30至
2015年7月24日上午10：00。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4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海口市2014年防洪楼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传忠、永卫、振家防洪楼）工程，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以海

发改产业函 (2014)819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南省桂林洋房地

产开发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该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招标控制价为

4499648.38元，计划工期90日历天。本次施工标招标要求投标

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

质，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贰

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15501782009。

为满足“椰海粮油市场二期”项目建设要求，经报请市政府同
意，我局启动控规动态维护程序，修改项目用地性质并确定相应的
技术指标,并于2015年3月25日至5月7日对修改方案进行公示，
现根据市政府批示进一步优化地块界线。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第二次公示。

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5年6月24日至7月14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
3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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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4日

《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1-2地块及其相邻发展备用地规划修改第二次公示启事
海口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保利秀英港项目3号地块（一

期）”位于海口市海口港北侧A0303地块。经海南城建业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
2594m2,现按程序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6月24日至7月7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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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
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1，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6月24日

保利秀英港项目3号地块（一期）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3号
民事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5年4月10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
人周克烈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海口市机械工业供销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拟对本案查封被执行人海口市机械工业供销公司名下的
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78号第 3层办公区一套（建筑面积 265.33平方
米，房产证号：海房字第Hk448595）房产，位于海口市海秀路78号第
2层商业区一套（建筑面积 856.85平方米，房产证号：海房字第
Hk448596）房产，位于海口市海秀路78号第1层商业区一套（建筑面
积842.61平方米，房产证号：海房字第Hk448597）房产进行现值评
估。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105号

乐东黎族自治县冲坡供销社
商铺司法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 7月17 日上午10:30时在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冲坡供销社位于乐东冲坡“利国
商业街”项目C、D、E幢商住楼的商铺（商铺号：C14、C15、C16、C17、
C18、C19、C20、C21、D7、D8、E19）整体拍卖。
参考价：441.94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7月16日17时止。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5年 7月 16 日 17时前

（到账为准）将保证金缴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账户。户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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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请注明：（2015）琼技委拍字第
06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于拍卖日前凭法
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或海南产权交易所办
理竞买手续。

四、特别说明：1、标的现由乐东黎族自治县冲坡供销社占有；未
经有关部门验收，尚未办理产权登记。2、每个商铺一层和二层为一
个整体，只有室内楼梯相通。3、此次拍卖为整体拍卖。

拍卖场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
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

拍卖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20层
联系电话：36305012 手机：13876355557马先生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咨询电话：66558034 孙女士 报名电话：66558023 李女士
法院监督电话：23882950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5年7月1日上午10:00在澄迈县财政

局七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马村国社岭西
侧地段90.022亩商业用地和48.385亩居住用地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参考价：9848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00
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司咨询和索取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

公告的有效组成部分。竞买人按本公告及拍卖手册的规定参加
竞买，竞买报名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期限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
17时，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联系电话:65203602 18689797320毕女士
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层

新华社东京6月23日电（记者冯
武勇 刘秀玲）日本媒体23日发布的一
项民调显示，受安保法案等因素影响，
安倍内阁支持率跌至39％。

《朝日新闻》本月20至21日进行的
这项民调显示，与上个月相比，安倍内

阁支持率从45％跌至39％，创下该报自
2012年安倍政权上台以来内阁支持率
调查结果的最低点。而在女性受访者
中，内阁支持率更是从上次的42％跌至
34％。内阁不支持率也从上月的32％
上升至37％。

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下跌与
当前民众反对安保法案的倾向有关。
5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安倍政府提交
国会审议的安保法案，赞成者只有
29％。50％的受访者赞同主流宪法学
者有关安保法案“违宪”的看法，认为

“不违宪”的只有17％。
自民党控制的日本国会众议院22

日决定，将原本6月24日截止的国会会
期大幅延长至9月27日，以确保安保法
案在本届国会通过。但民调显示，65％
的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在本届国会通过

安保法案，认为有必要的只占17％。
有日本媒体援引自民党干部的话

说，如果安倍政府和执政党依靠国会多
数议席无视民意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安
倍内阁支持率恐将进一步下跌10个百
分点左右。

安保法案不得人心

安倍内阁支持率跌破四成

日本国会众议院22日召开全体会
议，决定将原定于本月24日截止的国会
会期大幅延长至9月底，以期让安保相
关法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

国会会期创纪录

首相安倍晋三当天早些时候与联
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会晤，
一致同意推动延长国会会期。因执政
联盟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占主导地位，国
会众议院晚些时候通过延长国会会期
决定，休会日由原定的6月24日延至9
月27月。民主党、共产党等反对党对延
长会期表示反对。

“我希望通过延长95天会期来充分
讨论（安保相关法案），”安倍在众议院
通过决定后告诉媒体记者。

共同社报道，安倍为力推安保相关
法案而延长的国会会期天数也创下日
本现行宪法1947年生效以来的最长纪
录。先前纪录发生于1982年，当时的日
本国会会期延长了94天。

阻力超预期

安倍内阁5月14日通过与行使集
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相关的
一系列安保法案，涉及扩大日本自卫队
的作用等。新安保法案随后提交国会

审议。
不曾料到，新安保法案不仅遭到在

野党抨击，而且不少宪法学者也公开批

评其“违宪”，要求撤回相关法案。
本月初，执政的自民党邀请宪法学

者长谷部恭男出席国会听证会，期望通

过其权威解读为新安保法案消除阻力，
不料长谷部恭男直言新安保法案“违反
宪法”，引发日本各界对安保法案的又

一轮猛烈抨击。

反对声日盛

共同社报道，尽管安倍及其内阁大
臣在国会出席累计超过50个小时，但他
们的舌辩没有缓解国会内部对新安保
法案的反对声。

日本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
员会22日上午举行有关安保相关法案
的会议，邀请前内阁法制局长官宫崎礼
壹、阪田雅裕作为外部专家出席。

这两名前官员指责安倍政府提交的
新安保法案“违宪”，要求立即将其撤回。

宫崎在会上表示：“即使是在一定
范围内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也违反
宪法第九条规定，应该立即撤回相关
法案。”

宫崎认为，政府修改宪法解释“破
坏了法律的稳定性”。针对安倍政府无
视1972年日本政府发表的有关禁止行
使集体自卫权政府意见的整体性，而片
面截取其中部分表述作为允许行使集
体自卫权的根据，宫崎认为此举是在

“颠倒黑白”。
共同社认为，在宪法学者公开新安

保法案“违宪”的情况下，作为前内阁法
制局长官的两人发声批评新安保法案将
给安倍内阁的推动工作带来更大阻力。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安倍强推国会“加时赛”
以期让安保相关法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民众手持横幅参加游行，反对安倍政府强推安保法案。 新华社／法新

正值菲律宾政府22日推出第二部
南海宣传片之际，菲律宾空军又推出“飞
行计划2028”，公布菲空军远期发展目
标，欲通过购买现代装备以达到“侦测、
确认和抵抗对菲领空入侵”的能力。

菲律宾空军发言人恩里科·加纳亚
22日说，为了增强菲空防能力，空军推出
远期发展目标以吸引有关方面的关注。

这项刚刚发布的计划显示，现阶段，
菲律宾空军缺乏足够的装备、军事基地
和设施，空军服役人员训练不足，空防制
度没有建立。

加纳亚说，菲空军打算通过外购等

方式获得12架多用途战斗机，24架对地
对海攻击机，4架远程巡逻机，4架电子
战飞机，6部防空雷达，6套地对空防御系
统，2架空中预警机，1架加油机，4架大

中型运输直升机和1个空军控制中心。
按照菲律宾官方解释，菲空军现在

的战备能力在第四级（0－50％）左右，
目标是在2022年达到第三级（50％－

75％）的战备能力，2028年达到第一级
（85％－100％）的战备能力。其中第三
级战备能力指有能力在菲律宾防空识别
区和中国南海“侦测、确认和抵抗入侵”，

第一级战备能力指将“覆盖范围扩大至
全菲领空领海”。

2014年菲律宾以189亿比索（约合
26亿元人民币）购得12架韩国产FA—
50型战斗机，预计今年将有数架战机交
付使用。由于不少F—5战斗机在2005
年退役，向韩国订购的FA—50战机仍
未完全到货，菲空军制空力量较为薄弱。

菲律宾近年不断对外采购，加强军
备。2015年，菲律宾的国防预算达到
1445亿比索（157.6亿元），增至5年前
的大约两倍。

杨天沐（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推出“飞行计划2028”

菲律宾公布空军战略
欲大批采购战机、防空雷达、地对空防御系统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政府22日证实，该国最
大城市卡拉奇最近两天天气极其炎热，已经致使
百余人丧命。卡拉奇20日最高气温达45摄氏
度。信德省卫生部秘书赛义德·芒格涅卓说，从20
日开始，热浪致使“卡拉奇114人死亡，信德省其他
3个地方8人丧命”。省政府要求所有医生不得擅
离岗位、增加医疗物资储备。公立的真纳医院急
救部门负责人西明·贾迈利说，已有100多人死在
医院里，“死因均为中暑”，另有数百人因发烧、脱
水入院治疗。法新社报道，除天灾，经常性停电让
当地人的日子更加难熬。巴基斯坦气象专家穆罕
默德·哈尼夫说，这种炎热天气堪称10年来之最，
但几天后季风雨降下后，热浪会有所缓解。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巴最大城市卡拉奇
两天热死114人

6月23日，在加沙地带与埃及相邻的拉法口岸，
一名巴勒斯坦儿童等待进入埃及前看向车窗外。

巴勒斯坦官员说，埃及从23日起双向开放拉
法口岸3天，以使得加沙的病人和学生可以通过。

新华社发

埃及短暂开放拉法口岸

这是6月23日在韩国首尔街头拍摄的一名
戴口罩的小女孩。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消息，截至23日上午，韩
国新增3名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患者，确诊患者
总数达175人；痊愈出院人员增加4人，共达54
人，暂没有新的死亡病例，仍有2805人被隔离
观察。 新华社/法新

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
确诊者增至17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