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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补发土地使用权利证书公告

陈开焕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藤桥镇新民路的土

地使用权证，证号为：藤桥集用（1992）字第0185号，土地面

积为191.4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

告。有异议者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我局

地籍与测绘管理科，逾期我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

用权证书，原土地使用权证书作废。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9月18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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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车牌号为新A72061壹
辆中联重型泵车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51万元，竞买保证金：50
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10月16日
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楼整层；3、标的
展示及报名日期：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0月13日16：00止，逾期不
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0月12日17：
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户：2201031229826405990。
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15）海南二中拍字第 17 号保证金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
净价拍卖。拍卖公司电话：0898-66721736 13648621010 法院
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拍卖公司网址：www.hnxkypm.com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概况：35KV万北来线路P6至

P10迁移工程位于万城镇，拟建线路路径由原P6号沿仁里河西侧敷设电缆
走线，到城西路北转向环市右200米处与P10号连接。工期120天。招标
范围：电缆敷设、电缆送电线路安装工程等（详见施工图）。报名条件：具备安
全生产许可证、承装（修）电力设施许可证、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的独立法人。2012年至今完成过类似工程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400万
（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项目经理须具备电力专业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
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及安考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经理。省外
企业须取得南方能源监管局海南业务办办理的《省外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企业入琼作业备案手册》。不接受联合体。文件获取：有意者于2015年 9
月 21日至25日到海口市美苑路盛达景都E座1303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报名请项目经理本人携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建造师注册证、资格
证及安考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正副本，安全生产许
可证副本（资料核原件收盖公章复印件）。招标文件500元/份，售后不退。
本公告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发布。王工65226071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5年10月23日上午10：00时在我

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口市五指山路民源小区两套商品房

（A栋404面积30.6m2，C栋403面积106.56m2），参考价：40
万元整体（净价），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全部由买方承担。

竞买保证金：12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

竞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22日17：00
时前缴纳保证金（款到账为准），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景瑞大厦A座23层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907558791 66772991

经海南省委宣传部批准，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
事会议通过，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意，省民政厅注册，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成立各项准备工作正紧张
进行。

为庆贺“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正式成立、向本
年度记者节献礼，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筹）决定举
办“纪念邹韬奋诞辰120周年专题原创书画作品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览宗旨：
学习邹韬奋爱国敬业，坚持“走转改”泼墨挥毫。
缅怀邹韬奋同志为中国新闻事业做出的丰功伟

绩、学习邹韬奋“爱国敬业、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通过创作诗词、对联、警句等内容，全面展示饱含
时代精神的诗文书画作品，讴歌我省新闻事业取得的
辉煌成就、展现我省新闻工作者在“走转改”过程中的
精神风貌和艺术素养，诗词美文抒爱国情，翰墨丹青绘
中国梦。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主办单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承办单位：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
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书画艺术频道

协办单位：海口市龙墅湾海花屿精品酒店
海口三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媒体宣传：海南日报及报业集团所属各子报、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及所属各频道频率，人民网海南视窗、新
华网海南频道、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南海网、海南在
线、蓝网，海口网、海南文艺网，海口晚报、三亚日报、国
际旅游岛商报、海南特区报、海南声屏报·海周刊，海口、
三亚及各市县广播电视台等。

三、征稿时间：自即日起——10月20日
四、参展对象 ：
全省新闻系统各单位领导、编辑、记者、主持人以及

技术、管理、服务等岗位从业人员（含离退休人员），书画
家和书画爱好者及书画活动组织者，中央及兄弟省区驻
琼各新闻单位工作者，原任职新闻单位的全国各地旅琼
书画家及广大诗文书画爱好者，均可创作作品参展。

五、参展要求：
1、参展作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

健康向上，以缅怀邹韬奋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为中国新闻
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为主线，创作激励全省人民建设国
际旅游岛、实现绿色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诗文书画作品。

2、作品内容必须是原创，尺寸不超过四尺整宣、以
竖式为宜。

3、书法作品（含硬笔书法、篆刻）真草隶篆书体不限。
4、美术作品题材、画种不限。
5、参展作品文责自负，每人不超过2幅。
6、本次大展不收取任何参展费、装裱费，参展作品

原则上不退稿，由协会收藏。每位作者在提供书画作品
的同时，请交近期生活照或艺术照1张，200字以内的个
人艺术简历1份，或将图文电子版发送至协会电子邮
箱。

六、展览形式：
1、此次大展参展作品及特邀著名书画家作品将在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成立大会之际，在海口市盛大
展出。

2、书画作品将择优在《海南声屏报·海周刊》（国内
统一刊号：CN46—0004，全国邮发代号：83—8，全彩精
印）公开发表。

3、入选书画作品在本会“书画艺术台”和《海周刊》
官网展出。

七、参展待遇：
1、入展者将获邀出席本次大展开幕式。
2、凡入展者均获赠一期登载协会成立书画展作品

名录及精选作品的《海南声屏报·海周刊》。
3、凡入展者具备优先加入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

会的条件。
希望全省新闻界各媒体领导、同仁，精心创作，精心

设计，精心书写绘制，为全省新闻界书画工作繁荣发展，
为全省新闻界弘扬韬奋精神，全面深刻反映我省新闻工
作者坚持“走转改”所取得的成就，提供更多更好的参展
作品，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业界典型。

八、寄送作品：
地址：海口市南沙路61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邮

编：570206，联系人：黄乙坚，电话：66803833，QQ:
529229421。

海南新闻书画协会专用电子信箱：hnxwsh@sina.cn。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筹）
2015年9月16日

关于举办纪念邹韬奋诞辰120周年专题原创书画作品展的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邹
伟 陈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
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
定》。这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促进律师
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充分发挥律师作用，建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律师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应当尊重律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制度，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
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
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
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
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规定》提出了便利律师参与诉讼的
措施，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
和完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或受案场所、律
师会见室、阅卷室，规范工作流程，方便律

师办理立案、会见、阅卷、参与庭审、申请执
行等事务。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
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
律师会见提供便利。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
当建立律师参与诉讼专门通道，律师进入
人民法院参与诉讼确需安全检查的，应当
与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同等对待。

《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的救济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从投
诉机制、申诉控告机制、维护律师执业权
利快速处置机制和联动机制、各部门联席

会议制度等方面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救
济机制作出规定。同时提出，办案机关或
者其上一级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
的投诉、申诉、控告，经调查核实后要求有
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拒不纠正或者
累纠累犯的，要追究相应的违纪责任。

贯彻落实好《规定》，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各级政法机关的重大任务，再好
的制度得不到执行，都是一纸空文。各
级政法机关要加强领导，把《规定》的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
究、亲自部署、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
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明确工作职
责，细化分工方案，做到工作有步骤、有阶
段、有目标、有成效。要加强协调沟通，落
实好相关政策措施，使律师执业权利得到
有力保障、律师执业行为得到有效规范、
律师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要加强督
查，会同有关机关和部门及时检查《规定》
落实情况，积极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确保《规定》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两院三部联合出台规定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规定》分别就保障律师知情权、申
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
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
出规定。

一是保障律师的知情权，明确了律
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件情况时办案机关
应当依法告知和办案机关作出重大程序
性决定时应当及时告知的范围。二是保
障律师的会见权，明确了律师会见在押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尤其是明
确了三类案件中律师提出会见申请时办

案机关不得以法律规定之外的理由限
制律师会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
场，看守所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等方面
要求。三是保障律师通信权，明确了除
特殊情形以外办案机关不得对辩护律
师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往来信件截
留、复制、删改等。四是保障律师阅卷
权，进一步明确了律师的阅卷范围和复

制案卷方式等内容，同时也规定了律师
的保密义务。五是保障律师申请收集、
调取证据权，明确了律师向办案机关提
交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申请调取办案
机关未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向被害人
等收集案件相关材料，申请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向正
在服刑的罪犯收集案件相关材料等内
容。六是依法听取律师意见，明确了办

案机关应当听取律师意见的情形和相
关附卷程序。七是保障律师庭审权利，
包括保障律师庭审前的申请权，保障律
师参加庭审和安全检查、出庭便利的具
体措施，庭审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保障、申
请休庭、发表辩护代理意见，向法庭提出
异议，申请查阅庭审录音、录像以及与庭
审相关的通知和文书送达等内容。八是
侦查机关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
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律师执业权利的八大保障措施

权利救济是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
各级政法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在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建立完善救
济机制，确保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
能够得到及时纠正。为此，《规定》对律
师执业权利保障分四个层次设置了救济

机制。一是投诉机制，《规定》明确了律
师可以就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律
师执业权利的行为向办案机关及其上一
级机关投诉，主要由办案机关进行处理

和救济。二是申诉控告机制，《规定》明
确了律师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时的处理
和救济机制。三是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
作机制，《规定》明确了律师向司法行政

机关和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益时的
处理和救济机制。四是各部门联席会议
制度，《规定》明确了各部门要定期沟通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情况，及时调查
处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突发事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律师执业权利受侵害时有四层次的救济机制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服务市场
秩序，优化法律服务和法治环境，《规定》
提出，严肃查处假冒律师执业和非法从
事法律服务的行为。对未取得律师执业
证书或者已经被注销、吊销执业证书的
人员以律师名义提供法律服务或者从事
相关活动的，或者利用相关法律关于公
民代理的规定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
务非法牟利的，依法追究责任，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假冒律师执业
将被严处

权威
解读

据新华社上海9月20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叶健 裴鑫）近日，多款知名社
交、地图、出行APP的iPhone版被爆出
有“恶意代码”，腾讯发布报告称受影响
用户可能超过1亿。记者多方采访了解
到，本次事件“源头”叫Xcode，受恶意
代码影响，由这款工具开发的 iOS版
APP以及MacOS的程序都会被影响，
都存在泄露个人隐私的危险。

本次事件的主角是Xcode，iPhone
上的APP和mac上跑的程序很多是用
Xcode写出来的。除了苹果公司的官
方 版 本 ，还 有 一 些 非 官 方 版 本 的

Xcode，在下载速度和方便性上，非官方
版本有一定优势，因此很多国内开发者
也乐于使用。但是，这次引发问题的正
是这些非官方版本的Xcode。

对于本次安全事件，最权威的发布
来自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机构——国家
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14日，
CNCERT发布《关于使用非苹果官方

Xcode存在植入恶意代码情况的预警通
报》中提到，“开发者使用非苹果公司官
方渠道的Xcode工具开发苹果应用程序
（苹果APP）时，会向正常的苹果APP中
植入恶意代码。被植入恶意程序的苹果
APP可以在App Store正常下载并安
装使用。该恶意代码具有信息窃取行
为，并具有进行恶意远程控制的功能。”

这意味着，只要用这款工具开发的苹
果APP，都有泄露个人隐私的可能。虽然
没有确定问题的严重性，但是CNCERT
的建议非常明确——“相关开发者或互联
网企业，在开发苹果APP过程中，切勿使
用非苹果官方渠道的Xcode工具”。

记者了解到，多款知名音乐、出行
APP均由该代码写作。“腾讯安全应急

响应中心”19日发布报告称，“我们发现
App Store下载量最高的5000个APP
中有76款APP被XCode Ghost感染，
其中不乏大公司的知名应用，也有不少
金融类应用，还有诸多民生类应用。根
据保守估计，受这次事件影响的用户数
超过1亿”。

“360安全播报平台”19日上午通
报称，360安全团队“扫描了14万5千多
个 APP，共 发 现 344 款 APP 感 染
Xcode Ghost木马，“目前已知漏洞会
收集用户信息以及模仿iCloud登录界
面要求用户输入账号密码”。

苹果APP遭恶意代码感染
腾讯发布报告称受影响用户可能超过1亿

9月20日，乘客在于家堡站排队乘车。
当日，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至于家堡站正式

开通运营。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至于家堡站工程
于2009年9月1日开工建设，按高速客运专线设
计，正线全长44.75公里。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
至于家堡站开通后，与运营的京津城际铁路北京
南站至天津站实现无缝连接，京津城际铁路全线
可满足旅客从北京到于家堡中心商务区间往返直
达运输需求。于家堡站坐落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
区核心地带，为全地下式综合交通枢纽，站房屋顶
为超大跨度贝壳式双向螺旋复杂钢结构体系。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
至于家堡站开通运营

9月20日，吉图珲高铁首批乘客在乘车中。
当日，吉图珲（吉林—图们—珲春）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长春至珲春通勤时间缩短至三小时左
右，并结束珲春不通旅客列车的历史。此外，从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到北京仅需9小时左
右，比原来缩短近14个小时。

据了解，全长360公里的吉图珲高铁设计时速
250公里，共设吉林、延吉西、珲春等九座车站，经
过松花湖、拉法山等著名景点，沿途自然风光壮美。

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吉图珲高铁
正式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