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称其“追随者”
制造了南加州枪击案

新华社巴格达12月5日电（记者陈序）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5日称，两名该组织的“追随者”
制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枪击案。

总部设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城
市摩苏尔的“宣言”电台在当天播出的节目中宣
称，是“伊斯兰国”的两名“追随者”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南部制造了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枪击案。

2日，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贝纳迪诺市一所
名为“内陆地区中心”的残障康复中心发生恶性枪
击事件，导致14人遇难、21人受伤。警方在交火
中将两名枪手击毙，随后在他们的车上和家中找
到6000多发子弹、12个管状炸弹和制造炸弹的
工具。

“宣言”电台于2015年初开始播出包括英语
在内的多语言节目。该电台曾于今年5月宣称，
是“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制造了5月3日发生在美
国得克萨斯州的一起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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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注销公告
海南易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临高丽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28000000053，税务证正本，

税号：460028793124352 声明作废
▲三亚吉帆通讯器材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H）
4602003001923-07，声明作废。
▲ 陈 椿 遗 失 导 游 证 ，证 号 ：
DZG2006GX11904，特此声明。
▲史奋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作业），证
号：T460002197701141210，特此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壬丰置业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莱顿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陈健娜，因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产

证号为：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401894 号，权利人已于

2015年 12月 3日在《海南日报》

B05版面刊登声明作废。现向我局

申请补发该房屋所有权证。经初步

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

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送我

局权属登记岗，逾期我局将核准登

记，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乐东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2015年12月4日

金源小区
项目将竣工，限量特价房。年底交
房。位邻省委、省人大、省公务员
和风江岸小区。热线 0898 一
65345566

三亚市营业中大型酒店出售
证照齐全产权清晰，客房400多间。
李18789967668、叶18789966568

东方市高铁站旁地块转让
面积150亩，地处高铁站旁，产权
清晰。朱先生13735118858

国贸中心写字楼特价租售
首付30万即可拥有304平方高档
写字楼66661188

临街旺铺出售18789262865
项目整体出售转让
海口主城区黄金地段项目整体出
售手续齐全欢迎来电咨询，中介勿
扰。电话18876696000

注销公告
海口放心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事宜。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商务代理
栏目广告电话：18889912934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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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05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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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推出便民信息
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服务于个人、
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机遇难得不容
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
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
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林
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帘·
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 ；▲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冰
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市·办理水卡、晾衣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影讯
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

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讯来了！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房产证业务咨询
办理房产证、房产证过户、缴税筹
划、银行按揭等代理服务。
航空房产66728098、13322005679

▲澄迈县永发镇大山村委会面前
坡村民小组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江苏爱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海口德汉高建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开来的发票1张，发票代码：
246001520719； 发 票 号 码
00059921，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康乐岛生物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市海秀支行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一本（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1412001），声明作
废。
▲海南银磬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海明生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为：
460100075743618，声明作废。
▲内蒙古万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项目部
（2）资料专用章印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内蒙古万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项目部
（1）资料专用章印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内蒙古万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海阳城
项目（二）部印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内蒙古万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海阳城
项目（一）部印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内蒙古万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2）印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内蒙古万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1）印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正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8133502，现声明作废。
▲ 陈仙秀遗失琼台师范学校
1997 级普师班学生毕业证书，现
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专电（记
者丁静 卢国强 阳娜）北京市交通委日
前明确，2016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
费，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
的限行措施；并通过停车综合治理等措
施，缓解首都拥堵。

收了费，是否就能让道路畅通？这
剂药能否根治北京拥堵之“症”？有专
家指出，病症因城而异，拥堵费也并非
包治百病。征收拥堵费的前提是公共
交通便捷，相关配套完善，以此引导公
众绿色出行。

治堵将研究试点
征收拥堵费

北京的拥堵不是简单的道路、机动
车保有量、管理等等单一方面原因造成
的，而是多年以来多种原因形成的“慢
性病”。目前，北京市主要道路超负荷
运转，城市环路和主要联络线均超出设

计流量50％以上，西二环、东三环这样
的“明星路段”高峰时段小时流量达1.3
万余辆，一些主要道路全天通行流量超
过10万辆。

北京市始终在试图通过各种措施
破解拥堵难题。北京将把治理拥堵、缓
解“大城市病”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
要工作。近期将推出《北京市缓解交通
拥堵总体方案（2016－2020年）》，治理

“道路堵、停车乱、地铁挤、公交慢、换乘
不便”等交通病。

北京市交通委日前透露，将通过立
法方式确定如何收费，并将收取拥堵费
纳入《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总体方案
（2016－2020年）》，通过“一揽子方案”
来实现拥堵治理。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规划院信息
室主任姜鹏认为，从国外经验来看，收
取拥堵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
费用收取合理，效果可能比限行大。但
也有市民反对征收拥堵费，认为收费无

法解决拥堵实质问题，应该通过加大公
共交通来解决拥堵问题。

治拥堵需综合施策
截至2015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

有量已经达到557.5万辆。造成交通拥
堵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北京
市四环路以内集中了全市65％的重点小
学、80％的三甲医院，繁华商业区、餐饮
娱乐场所等成为无法回避的常规堵点。

二是车辆保有量与道路资源矛盾，
北京市车均道路面积仅为18.3平方米，
仅比一个标准停车位的面积（约为12.5
平方米）略大。

三是路网与公共交通有待完善，北
京全市道路总长已经达到2.9万公里，
但一些路网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是停车占道，停车位缺口巨大，造
成二环内不少道路成“停车场”，影响通行。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

孚指出，北京交通承载力问题是“大城
市病”的问题，需要从规划、建设、管理、
限制方面共同发力。

“收取拥堵费是一种辅助手段，需
要配套完善的治理体系。”国家发改委
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
认为，就北京的情况来看，造成拥堵的
原因复杂，需要综合施策。此外，拥堵
费怎么收、收多少应该科学测算。否则
收少了起不到效果，收多了可能阻碍道
路资源“物尽其用”。

发展公共交通
才是治堵根本

郭继孚认为：“大城市治堵不可能
一蹴而就。从供需矛盾来看，北京交通
压力还是增长趋势，拥堵费等经济手段
的执行效果需要在整体环境中看待。”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
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认为，经济杠杆

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发展公共交通才是
根本。这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城市路网
规划和建设，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
还要约束公车过度使用，保障公共交通
的“路权”。同时也需要市民的共同配
合，人人做到践行低碳生活观念，减少
不合理的用车需求。

从2004年开始，北京市每年编制阶
段性方案，并先后推出了公交优先、机
动车总量调控、区域限行等多种措施。
未来将配合拥堵收费，执行更加严格的
限行政策；出台错峰上下班政策；构建
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包括兴建轨
道交通，治理乱停车，提高公交速度，构
建自行车、步行出行的道路体系等。

“除了控制机动车数量，降低使用强
度，北京市还将综合运用科技、法律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提高交通综合管理水平。”
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说，在管理层
面，缓解交通拥堵将纳入各区县政府绩
效考核，形成治理拥堵的“合力”。

北京明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

征收拥堵费能否根治北京拥堵之症？

二三线景区成“新宠”

高压下公款“开会游”为何禁而不止？
“借着培训名义开会”“高档酒店关注度大，中高端的安全”“一线景区不敢去，二三线成‘新宠’”……
去年9月，中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到黄山等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记者调查发现，一年多后，公款“开会游”有

所遏制，但仍存暗箱操作，借开会、考察、培训、交流、调研等幌子，一些公款“借壳游”“傍会游”“顺道游”屡禁不止。

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这样一起典
型案例：2014年8月，霸州市文广新局
接到《廊坊市文广新局关于做好第七届
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参会准备工
作的通知》，当年9月3日，时任局长朱
某等7人前往西安参会。会后，他们

“顺道”去秦始皇兵马俑、华山景点游
玩，并在返回后，将旅游产生的费用在
下属机构华艺文化传播公司报销。

一些景区宾馆如何搞好“秘密接

待”？在湖南等地一些会展公司的网页
上，还在推介办会经营项目，其中除了
会议场地食宿安排外，主打项目中还包
括会议旅游、会议礼品等。一些会议旅
游推介的路线，行程一天到数天不等。

安徽某景区内的一家星级宾馆值
班经理告诉记者，省内和上海、北京等
地的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会
来此“开会”。

“这些名义上是培训、开会，其实会

后就是旅游。”她说，宾馆可以按照会议
单位要求，将旅游费用开到会议费或住
宿费发票中。

安徽另一个景区某高档酒店负责人
也告诉记者，可以虚报会议人数，增加会
议费用预算，处理旅游接待等费用。

西双版纳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虽风声紧开会的少了，但政府、部
门开始转移地点了。“最高档的酒店关
注度比较大，中高端的会更安全。”

此外，庐山、泰山景区都有酒店表
示，虽然预订数量明显减少，但仍接待
机关单位大型会议。工作人员还表示，
以前两三天就有一个公款会议，“禁令”
后总还是会接到单子。

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的一些会议，
在部分5A景区受阻，就去4A景区“打
擦边球”；不到外省市，就在自己行政区
域内找“环境好”的地方。“现在酒店会
帮去开会的机关单位做好保密工作，建
议以个人名义而非单位名义预订，避免
风险。”某酒店工作人员说。

一些会议在部分5A景区受阻，就去4A景区“打擦边球”

去年，中办、国办通知要求，地方各
级党政机关的会议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
召开，不得到其他地区召开；严禁在会议
费、培训费、接待费中列支风景名胜区等
各类旅游景点门票费、导游费……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单位和个
人无视规定，打着开会考察旗号的“异
地游”大有人在，而这些旅游费用都被
列支到会议费或考察费中予以报销，

“开会游”五花八门。
——享受“隐性福利”的“借壳游”。

假借开会、考察、培训、交流、调研等幌子
旅游时时发生。甘肃武威市爱卫办一名
原负责人在厦门参加会议后，参加旅游
团在厦门鼓浪屿等地旅游，并在旅行社
以单位会务费名义开具发票公款报销。

——本末倒置的“傍会游”。原本是
正事却成了一些干部旅游观光的陪衬，

“公款旅游顺带开会”“旅游中间插播会
议”的手法更加隐蔽。2014年初，沈阳市
司法局26人借组织学习考察之机，分赴
10个城市，在一周多内多数时间用于观
光旅游，都游览了5个以上的景区景点。

——会在前、游在后的“顺道游”。有
的打着考察调研的旗号，然后安排自由活
动，进行公款旅游。2014年10月，安徽天
长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织镇（街）文

化站站长和文化馆业务人员共23人到外
地考察，期间组织人员到景区游玩。

“开会游”费用，大多采取会议费的
形式进行报销。据介绍，安徽省审计厅
审计发现，安徽省统计局、省民政厅、省
社科联等部门决算草案列报“三公”经
费或会议费支出不实，涉及金额27.6万
元。如省统计局以会议费名义支付酒
店17.8万元，其中办理酒店储值卡7.3
万元，非会议期间餐饮客房消费5.9万
元，结存4.6万元。

“开会游”五花八门，会议费成“万能筐”

公权力机构的开销都来自财政，
“开会游”和在会议费里藏猫腻，就是假
公济私，就是一种腐败行为，对此应该
零容忍。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建议，

不仅要针对“21景区”，各地也应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其他著名旅游景区，出台会
议的禁止清单，对景区内现有的机关会
议中心、培训中心应尽快清理。

一些专家认为，要推进公开会议费

等财政预决算的“明细”公开，为此要细
到每次开会参加的人数、餐饮住宿费
用、会场费用都需要分类晒出。

安徽省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
说，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的使用，如仅

公布数据还不能看出其中违规之处，
建议在单位内部公布明细，由职工监
督；还可在知名景区广泛设置鼓励公
众监督的公告牌，设立多种举报方
式，例如热线、短信号码、微信公众
号、二维码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开会游”和在会议费里藏猫腻，对此应该零容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2015
年12月5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
中国司法、外交等部门及河南省追逃办
密切协作，在美方配合下，成功规劝潜
逃美国13年之久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
人黄玉荣回国投案自首。

黄玉荣，女，1951年出生，曾任河南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河南省高
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
涉嫌贪污、受贿犯罪，2002年8月逃往
美国，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
A－417／3－2005。

2014年12月，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
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将黄玉荣案件确定
为中美重点合作案件之一，双方集中人
员力量联合开展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
在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指导下，河南省
追逃办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基础性工
作。在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下，黄玉荣
最终选择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多年漂泊海外的黄玉荣在抵达北
京首都机场时表示，我回到了祖国，回
到了家。我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对国家法律充满信心，一定积极配合
司法机关调查，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百名红通”4号嫌犯

黄玉荣投案自首

12月5日，黄玉荣抵达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新华社发

12月5日，在法国巴黎北部市郊的布尔歇展
览中心，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对媒体发表
讲话。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当地时间5日中午提交了
巴黎气候协议最终草案。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
苏伟说，经过长时间努力，各国最终形成这样一份
草案“可喜可贺”，但目前还有若干分歧需要弥
合。这份草案为下一周各国部长级官员磋商提供
了坚实基础，其中的分歧需要各方继续共同努力，
尽快寻找解决方案。

新华社记者 周磊 摄

巴黎大会提交
气候协议最终草案

12月5日，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金奈，
灾民们清洗遭受洪灾的家庭器皿。

印度政府官员4日说，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
邦首府金奈近日遭遇罕见大雨引发洪灾，目前已
造成至少325人死亡、数万人受灾，许多地区停电
停工、学校关闭、交通严重受阻。

新华社/法新

印度南部洪水肆虐
造成至少325人死亡 数万人受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