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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根据海口海事法院办理的(2015)琼海法执恢字第34号执行裁定

书，王爱珍与张华进、张华清、黄佳梅、庄淑珍、张海莲、温泽鹏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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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开拍卖：

1、海口市海垦路118号三叶铭豪广场住宅B-1602房及相应土地使
用权 (产权证号：HK190576号，建筑面积128.78m2)，拍卖参考价为：
731200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2、海口市工业大道北侧金濂路南侧北方
万银花园C幢302房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44975号，建筑面积：
112.41m2)，拍卖参考价为：445900元，竞买保证金8万元；3、海口市工业
大道北侧金濂路南侧北方万银花园C幢602房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号：44972号，建筑面积：112.41m2)，拍卖参考价为：383100元，竞买保证
金6万元。拍卖时间：2015年9月25日上午10:00时；拍卖地点：海口市
龙昆北路18号景瑞大厦23层；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15年9月24日18:00时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9
月24日12:00时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
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7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
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用等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13907535506 0898-66776033 海口海事法院
监督电话：66255907

海口湾南海明珠邮轮港旅游综合开发人工岛文化体育场、
水上运动及配套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HY201509HN0094

项目名称

海口湾南海明珠邮轮
港旅游综合开发人工
岛文化体育场围填海
项目海域使用权

海口湾南海明珠邮轮
港旅游综合开发人工
岛水上运动及配套围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

出让面积
(公顷)

18.8738

13.9729

用海
类型

旅游
基础
设施
用海

旅游
基础
设施
用海

用海
方式

建设
填海
造地

建设
填海
造地

出让年
限(年)

50

50

保证金
(万元)

750

330

挂牌底价
(万元)

7469.12

3282.79

网络竞
价时间

2015 年
10月13
日上午
9：30

2015 年
10月13
日上午
10：00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海南省海洋与渔业
厅决定以挂牌方式分别公开出让海口湾南海明珠邮轮港旅游综合开
发人工岛文化体育场、水上运动及配套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以上项目位于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湾西部与澄迈湾交接处、海口
湾南海明珠邮轮港旅游综合开发人工岛区域内，其中体育场项目主
要用于建设文化体育场馆及公共配套设施工程；水上运动及配套项
目主要用于建设水上运动及配套项目工程；项目用海符合《海南省海
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填海后形成的土地符合海口城市总体
规划。（详见评估报告）二、出让方式：公告期满若只产生一个意向受
让方，则采取“公开挂牌，一人摘牌”方式出让；产生两个及以上意向
受让方，则采取“网络竞价，价高者得”方式出让。三、公告期和联系
方式：公告期2015年9月8日至2015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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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詹女
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9月8日

优势：国家“211”“985”重点大学，亚洲大学一百强，海口晚报读
者最喜爱教育培训品牌。

层次：高中升专科、高中升本科、专科升本科。指标不限，上线均录。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历史学、数学、地理科学、会计学、金融

学、法学、新闻学、护理学、药学、工程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旅游
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土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资源环
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学前教育、体育教育、初等教育、舞蹈教育、美术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英语教育、商务英语、计算机、艺术设计、市场营销、
心理咨询、土木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建筑工程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际经济与贸易、医学检验技术。

优惠：赠送成考辅导教材、免费成考辅导。
报名：9月8日-20日到所在市县教育局报名，或由我站即日起统

一办理。
地点：1、海口市海府一横路七号美舍大厦305室。

65221897；65209087；65228059；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大医学院招生

2、海口市蓝天路五十七号汇鹏大厦402室。68656806；
唐18089752939；陈18907533117；吴13807695578；
谭18976680803；张13697512280；小胡13976339988；
李13876526313；林15607568688；唐13322003992。
网址：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海南函授站
http://www.hdhsdhnz.com

海口市南宝路明都大厦3\F、A、B、C、D房屋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9HN0097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位于海口市南宝路14号明都大厦3\F、
A、B、C、D房。一、基本情况:本次转让房产位于海口市南宝路14号明
都大厦，房产约建成于1994年，钢混结构，共13层，本次所转让房产
位于第3层，面积282.6m2，设计用途为住宅；该房产地处海口市商圈
中心地带，北接主干道海秀路，南接蓝天路，周边临明珠广场、DC电
脑城等，交通便捷，生活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商住两用，投资价值看
好。目前，房屋已出租给一家公司做办公室使用。二、挂牌价不低于
111.35万元，公告期为2015年9月8日至2015年10月12日。对竞买
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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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9月8日

关于中止“海南体育彩票
销售运营有限公司60%
股权转让”项目的公告

根据《产权交易中止和终结操作细则》等相
关规定，海南体育彩票销售运营有限公司60%股
权转让项目因故中止挂牌，中止日期为2015年9
月8日，再次挂牌有关事宜另行通知。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9月8日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30号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2014)美执字第11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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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第三次公开拍卖：海口市嘉华路9号侨诚花
园地下室80号车库及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HK094170号，建筑
面积：32.53m2)，参考价：7.38万元，保证金：2万元。拍卖时间：2015年
9月25日15:30；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景瑞大厦23层；标
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4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9月23日
17:00前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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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30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
某某缴款）。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规定限定本小区的住户购买，过户
的 税、费 按 国 家 规 定 各 自 承 担 。拍卖机构电话：66776033
13907535506 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财务人员招录公告
一、招录计划
财务主管：1人；会计员：1人。
二、招录条件
（一）财务主管
1.年龄40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大型国有企业、勘察设计单位、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等财务工作经验；2.大学本科财会专
业，具有会计师任职资格，其中具有注册会计师的优先；3.熟悉《会计
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等税务和财经法律法规，能熟
练运用用友财务软件及其他办公软件，能独立编制各种财务报表，能
够负责企业账务全盘会计核算；4.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较强的工作
责任心和学习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二）会计员
1.年龄35岁以下，具有3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2.全日制大学本

科财会专业，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3.熟悉《会计法》、《企业会计准
则》、《企业财务通则》等税务和财经法律法规，能较好地运用用友财
务软件及其他办公软件，能较好地编制各种财务报表；4.具有较高的
职业道德，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学习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三、相关要求
有意向者请于2015年 9月 18日前将简历投递到hn_2000@

163.com。联系人：王先生，18889765561。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2015)琼海法限字第1号

本院于2015年8月13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海南金泰亿船务有限公
司洋浦分公司、海南金泰亿船务有限公司、海南海仕通船务有限公
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申请称：2015
年7月17日，由海南金泰亿船务有限公司、海南海仕通船务有限公
司共同所有，海南金泰亿船务有限公司洋浦分公司经营的“金泰亿
3”轮装载“椰树”牌饮料从海口秀英港开往揭阳港，在途经汕尾海域
时遇大风搁浅，海水涌入船舱，造成货物全损。申请人请求为本次
海事事故设立限额为83500特别提款权和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
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凡与本次海事事
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海南金泰亿船务有限公司洋浦分公
司、海南金泰亿船务有限公司、海南海仕通船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
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办
理海事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
偿。特此公告。 二Ｏ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位

于海口市南海大道9号明光国际大厦的1716房（房权证号：海房字第

HK312191号，建筑面积 119.36m2）、1717房（房权证号：海房字第

HK312192号，建筑面积 58.39m2）、1718房（房权证号：海房字第

HK312178号，建筑面积 58.39m2）、1719房（房权证号：海房字第

HK312164号，建筑面积 58.39m2）、1720房（房权证号：海房字第

HK312165号，建筑面积58.39m2）共五套房屋。参考价为：453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90万元。拍卖时间：2015年9月23日上午10时。拍卖

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电话：0898-
66512838、13086089366；缴纳保证金的时间：2015年9月22日上午

12时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

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
琼海法技拍委字第14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标的展示及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2日17时止；特别说明：

（1）上述房屋已被打通，故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

各自承担；海口海事法院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德国执政联盟7日宣布，将为明
年公共预算追加60亿欧元（约合67
亿美元），以应对涌入境内的难民潮。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
党6日深夜召开会议。两党在会后发
布联合声明：“2016年联邦政府预算
将追加30亿欧元以应对难民和寻求
避难者，州一级和更低级政府将额外
追加30亿欧元。”

迫于国际国内舆论压力和人道主
义呼声，德国和奥地利5日决定向滞
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开放边境。路透社
7日报道，上周末，大约2万名难民已
经进入德国境内。

上巴伐利亚地区一名官员告诉路
透社记者，截至7日午后，预期大约
2500 名难民将取道奥地利进入德
国。其中，三列搭载2100名难民的火
车定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抵达
德国，始发地为奥地利萨尔茨堡。另
外400人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出发，列
车预计当天上午抵达德国。

这名官员说，尚不清楚来自萨尔茨
堡的上述难民届时将在慕尼黑下车，还
是继续乘坐火车前往德国其他地区。

德国官方预计，今年涌入德国的
难民总数可能会达80万。《法兰克福
汇报》5日预计，德国今年接待安置这
些难民的总开支可能会高达100亿欧
元（112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5日公布的数
字，今年已有超过36万难民和非法移
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途中意外死
亡和失踪的人数达到2800人。

卜晓明（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德国为难民追加60亿欧元预算

对于行头简单，风餐露宿的逃难
者来说，即便德国不是唯一的理想
国，也必然是其中之一。据联合国难
民署披露，德国已经成为接收难民申
请人数最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相对
完善的难民法，免费的住宿，一些零
花钱，甚至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一
切似乎意味着，踏上德国的土地，就
能觅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重获一份
有尊严的生活。

拥有专门
难民事务法案和机构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接纳难民人
数最多，其次是瑞典、法国和意大利。

在难民方面，接纳能力较强的德
国政府确实在努力塑造有所作为的形
象。德国在难民法方面已经很发达，
除了有《德国：难民申请程序法案》和
《寻求庇护福利法案》等一系列专门法
案以外，德国移民法的相关条款也对
难民问题予以规范。

德国有专门主管难民问题的法律
和主管机关——联邦移民与难民署。
在世界上大多国家没有这样的机构。

在取得难民身份前，这些申请者
叫做寻求庇护者。一般而言，到德国
寻求庇护的人会首先被安置在收容所
里。每个难民收容所都有联邦移民与
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询问避难
者的逃亡原因，在处理避难申请时，申
请人所在国家及其个人遭遇会受到充

分考虑。
这些工作人员相当专业。他们会

为每个国家做一个手册，在处理申请
时，还要看这些国家的背景，来自叙利
亚、阿富汗和塞尔维亚等地的寻求庇
护者的通过率会相对高一些。

寻求庇护者
可享免费医疗教育福利

很多国家吸引难民的一个原因
是，等结果期间，享有的福利相对较
好。在欧洲，德国是最为发达的经
济体之一，社会稳定，教育、医疗、社
会福利比较好，给难民的待遇也相
对较好。

这些寻求庇护者可以免费住在集
体宿舍区，这些区域通常位于郊区。政
府除了承担住宿（含取暖）、医疗费用之
外，还向难民发放基本生活费和零花
钱。一名未婚的寻求庇护者可以获得
每月352欧元的补贴。这个数字稍低
于德国规定的社会救济金。

如果超过一年审批程序还没有完
成，这些寻求庇护者可以搬到州政府
安排的个人居所中去，在所规定的州
内可以自由迁徙。每个州安排的住宿
和补贴情况不同，由联邦政府资助。

这些寻求庇护者可以享有免费医
疗、体检等福利，适龄子女可以享有免
费的教育。社会稳定、宗教自由，对于
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诱惑。

拥有难民身份后，人们可以在联
邦移民与难民署的帮助下，在允许的

范围内寻找工作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孙进还曾撰文

称，有6%的人来到德国，是为了利用
其地理位置优势，借道前往法国或瑞
典。但结果却往往是，他们“意外地”
被德国警察抓住，不得不按照规定在
首次抵达地点申请避难。

此外，寻求庇护者来德国还为了投
亲靠友。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2013
年公布的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难民是
因为亲友关系而选择来德国避难的。

德国
并非“理想国”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实现由寻求
庇护者到难民再到公民的转变并非易
事，有时候，甚至要等上数年。如果避
难申请被拒绝，等待的将是被遣返。

而且，在安置问题解决之后，难民
的社会融入问题会随之而来。德国内
政部公布的上半年统计数字表明，德国
今年已发生202起攻击难民营事件，其
中173起具有右翼极端主义动机。

这一切都表明，德国并非真的是
避难的“理想国”。然而，对于难民来
说，追寻理想与完美有些奢侈，活着与
生存才是要紧的。

记者从德国移民与难民署官方网
站了解到，截至2014年底，全世界共
有将近600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他们
包括将近2000万的难民，180万寻求
庇护者，其余均为国内的流离失所者。

（综合）

难民为何偏爱德国
住宿免费 每月可获352欧元生活费

奥地利总理维尔纳·法伊曼6日
说，奥地利打算叫停“紧急措施”，向
难民关闭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的口
岸，“逐步恢复正常”。

最近两天，奥地利成为大量西亚
北非难民前往德国的走廊。奥地利
和德国5日经过协商，同意向滞留在
匈牙利的上万名难民开放边境。匈
牙利出动上百辆大巴，将难民运送到
匈奥边界，绝大多数难民经由奥地利
进入德国。

奥地利官员说，共有超过1.2万
名难民上周末从匈牙利进入奥地利，
其中只有大约90人选择留下，其余
人均涌至德国。

法伊曼所说的“紧急措施”还包
括：不再要求难民入境欧盟后进行申
请避难登记，不再对出入边境口岸的
难民抽检。法伊曼说：“我们一直在
说，情况紧急，我们必须快速行动，发
扬人道主义。我们已经帮助了超过
1.2万人。”

王宏彬（新华国际客户端）

奥地利将
关闭“难民通道”

9月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耶路撒冷举行的内阁例会上发表讲话。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拒绝反
对派领导人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呼声，称
以色列太小而无法接收叙利亚和非洲的
难民。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拒收邻国难民

9月6日，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中国海军152
舰艇编队济南舰上的海军官兵在舰弦列队向送行
的中埃友好人士致意。

当日，执行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152舰
艇编队结束对埃及的友好访问，离开亚历山大港，
前往丹麦哥本哈根。 新华社记者 崔新钰 摄

中国海军152舰艇编队
结束对埃及访问

伊拉克空军指挥官6日说，伊拉克已派出4
架从美国获得的F－16战机参与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这是伊拉克首次派出F－16战机对
“伊斯兰国”进行空袭。

伊拉克空军中将安瓦尔·哈马·阿明当天在记
者会上说，这4架F－16战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以北的萨拉赫丁省和基尔库克省对“伊斯兰国”
展开行动。

“过去4天，（F－16战机）实施15次空袭，”阿
明告诉法新社记者。行动中使用了“智能武器”，
但他没有详加说明。

法新社评述，与伊拉克武器库中的其他飞机
相比，F-16更为先进，将加强其空中打击能力。
现阶段，伊拉克主要使用老旧的苏－25、塞斯纳
涡轮螺旋桨飞机和其他直升机打击“伊斯兰国”。

对于伊拉克首次派F－16参战，美国五角大楼发
言人彼得·库克6日说，美国赞赏伊拉克空军在打击

“伊斯兰国”的国际行动中“成功使用这一尖端战机”。
美国同意向伊拉克出售36架F－16战机，首

批4架今年7月交付给伊方。同时，一些伊拉克
飞行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接受培训。

库克说，美国将继续向伊拉克交付其余的
F－16战机。“美国致力于建立与伊拉克和伊拉克
人民的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与伊拉克政府一同
努力，”他说。 刘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伊拉克首派
F－16打击IS

据新华社巴黎9月7日电（记者应强）法国总
统奥朗德7日在巴黎宣布，法国将从8日开始派
侦察机在叙利亚上空执行任务，为空中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做准备。

奥朗德当天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说，“伊斯兰国”近两年快速发展，中东地区难民问
题和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为应对前所未有的难民
潮，法德两国已向欧盟提出欧盟未来两年接收12
万战争难民，法国准备接收其中的2.4万人。

法宣布将对叙境内
IS采取行动

？

美国在西亚北非主导的战争造成
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数十万来自叙利
亚、伊拉克等国的难民背井离乡，冒着
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逃难到欧洲。
就在欧洲国家设法解决难民安置问题
之时，美国却躲在后面，毫无作为，不
仅令难民们心寒，连美国媒体和社会
人士都看不下去了。

一些美国难民权益组织6日接受
Buzzfeed网站采访时，批评美国在安
置难民上“做得太少”，呼吁白宫和国
务院修改政策，接纳更多来自战乱地
区的难民。

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戴维·米利
班德说，美国过去曾在安置难民方面
有所贡献，但在过去四年叙利亚内战
期间，美国在这方面毫无作为，更别提
领导他国了。

据联合国数字，叙利亚的逃难人
数已经超过400万，其中大部份前往
土耳其、黎巴嫩等周边国家，美国只接
纳了其中约1500人。

米利班德说，国际救援委员会和
其他几家非政府组织已向美国政府发
出呼吁，要求美国在2016年底前安置
6.5万名叙利亚难民。

他们还号召美国政府增加接收
难民的额度，从每年7万人增至 10
万人。

希伯来移民救济会会长马克·海
特菲尔德也呼吁美国政府行动起来。
他说，难民危机不会得到根本缓解，除
非美国政府行动起来。

海特菲尔德说，他收到许多难民
的求救信，“但可悲的是，我们什么都
做不了，我们只能回信说‘按照正常程
序办理’，但现实是，他们一直等一直
等，等到放弃希望，冒死搭上一艘（横
跨地中海的）船”。

王宏彬（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对难民袖手旁观
民众看不下去了

9月6日，在希腊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港，一名孩子在阿富汗和叙利亚难民争抢注册的混战中哭泣。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