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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程2013秀英区
东山镇（东溪洋）项目施工招标、监理招标已于2015年12月11
日完成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施工1标：江苏国润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2标：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3标：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标：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自2015年12月16日至2015年12月18日。如

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土整办书面投诉，联系方式：
68720605

中标公示选聘结果公示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2015年财务报表审计

及汇算清缴税务鉴证项目，本项目依法进行公开选聘，经评

审，拟确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海南慎瑞达税务师事务所为

中选单位，特此公示。

公示期为2015年12月16日至2015年12月18日。若

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5年 12月 18日 17点前，向海口市滨

海大道189号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二楼财务部反

馈。联系方式：68653569 杨先生。

公示时间：2015年12月16日

海南忠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1224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12月24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
卖厅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以下车辆：

1、展示时间：2015年12月 21—23日。2、展示地点：海口市龙华
路 39-1号国寿大厦停车场和银湖路 11号昆仑小区德龙汽车修理
厂。3、注意事项：拍卖成交车辆必须办理过户手续；买受人缴纳参考
价全额做为过户保证金并自行办理过户手续。买受人全部承担由于
车辆过户产生的一切税和费。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12月 23日
16：3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南海大道172号 联系电话：0898-66826011，13876242898

序号
1
2
3

车辆牌号
琼A29028
琼A29029
琼C61290

车辆品牌/型号
丰田佳美轿车SXV20
丰田佳美轿车SXV20

桑塔纳轿车SVW7182CQi

登记日期
1999.05
1999.05
2006.10

参考价(元)
5500
5300
3800

序号
4
5

车辆牌号
琼D20810
琼A79248

车辆品牌/型号
桑塔纳轿车SVW7182CQi
捷达轿车FV7160CiX

登记日期
2006.10
2004.05

参考价(元)
3000
5000

竞买保证金：3000元/辆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口琼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四川坤

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琼山区2015年农村公路
建设项目监理（二次招标）；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硬化农村公路43条，
里程85.45公里，道路等级为四级，设计时速20公里/小时。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建设道路路基宽度4.5米以上，行车道宽度3.5米，沿线在不

大于300米的距离内设置错车道，错车道宽度6.5米以上，并配套建
设桥涵工程。监理资质要求：凡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
工程专业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证书，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项目总监具有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
资格。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1月5日
登陆www.hkcein.com下载文件。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www.hkcein.com）。联系人：陈工 18689969330

海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
关于拟批准三亚百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注册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土地评估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海南省土地估
价师协会拟批准三亚百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执业注
册，现将该土地评估机构有关情况公示如下：（一）三亚百佳土地房
地产评估有限公司：1、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2、机构法定代表
人：王翠 ；3、注册资金：100万元；4、注册土地估价师7名：王翠、
孙振亮、吴真、赵凯、熊兆立、张立祥、陈婕;5、公司地址：海南省三
亚市河东路62号人文水岸A1-2-703号房;本公示期为10天，欢
迎社会各界监督，如对上述土地评估机构设立申请存在异议的，请
在公告期内向我协会提出书面异议。联系人：陈石 联系电话：
0898-65236136 地 址：海口市振兴南路宇建城市花园A座一
单元406房

海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64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南海大道9号明光
国际大厦2601房（面积：56.59m2）、4131房、4231房、4207房（面积均
为：48.69m2）4套房产，参考价：160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整体拍
卖。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时间：2016年1月5日上
午10：00；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12楼拍卖厅；标的
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月4日17：00
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2月30日17：00前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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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180；缴款用途须填
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64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
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
构电话：0898-66753060，法院监督电话：66501619。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王德村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金鸡岭路三亚凤凰

水城B区4#公寓楼707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

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13844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99.52平方米，分摊使用土地面积为35.86平方米。已刊登遗

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国土

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

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2月11日

关于海口疏港公路拓宽工程项目
管线调查通告

受市发改委委托，由我司作为疏港公路拓宽工程项目的前期
代理单位。现因该项目建设需要，须对工程范围内的管线情况进
行调查。工程范围为：北起南海大道，南至G98环岛高速，全程约
6000米，规划红线宽100米。为保证原已建管线的安全和正常使
用，请各管线产权单位在2015年12月30日前与我单位联系，协助
调查并提供项目范围内管线的走向、埋深等具体位置书面资料。
调查结束后未明确产权单位的已建管线将按无主或已废弃处置，
后果由产权单位负责。调查截止日期：2015年12月30日。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68689171 13518852111 王工

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5日

关于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安置选房的通告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改造项目选房人（受托人）：

我部决定于2015年12月22日至31日组织开展滨涯村安置
选房受理登记工作，并于2015年1月5日正式开展选房工作。凡
是在滨涯村改造项目范围内，选择实物补偿的产权人（受托人），
请按上述时间要求，携带身份证原件、《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件
及其它权属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受托人须提供经公证机关公正或
辖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盖章确认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到滨涯村
改造项目安置选房服务中心（滨涯村张宗祠内）办理选房登记等
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0898-68923035
特此通告。

海口市龙华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5年12月 16日

海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
关于拟批准天津市中盛勃然房地产土地
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注册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土地评估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海南省土地估价

师协会拟批准天津市中盛勃然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进行执业注册，现将该土地评估机构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天津市中盛勃然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2、分公司负责人：王英晶；

3、总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4、分公司注册土地估价师3名：王英
晶、李洪江、陈名远；5、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金山
小区B11403室

本公示期为10天，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如对上述土地评估机构
设立申请存在异议的，请在公告期内向我协会提出书面异议。

联系人：陈石 联系电话：0898-65236136
地址：海口市振兴南路宇建城市花园A座一单元406房

二O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大路产业园总体规划（2015-2030）》的公示

《琼海市大路产业园总体规划（2015-2030）》已编制完成。规划
范围东至海榆东线、南至东红旅游度假区行政界线，西至东线高速公
路，北至园区规划道路与海榆东线交叉口，用地面积155.08公顷。为
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1月14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人民政府网、大路镇政府、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和
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
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
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5年12月14日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 2015年 11月 20日在《海南日报》B08版刊

登的《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
土环资公告〔2015〕59号)。现将更正事项公告如下：原

绿地率≥20%（其中集中绿地应≥15%），现更正为绿地

率≥20%（其中集中绿地应≥10%），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2月16日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 2015年 11月 20日在《海南日报》B08版刊

登的《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土

环资公告〔2015〕60号)。现将更正事项公告如下：原绿

地率≥20%（其中集中绿地应≥15%），现绿地率≥20%
（其中集中绿地应≥10%），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2月16日

新华社伦敦12月14日电（记者吴
丛司）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4日发表声明
说，批准中国成为该行股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声明中表示，
在该行业务覆盖地区中，该行与中国企
业存在广阔合作空间。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还表示，该行已做好与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合作的准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苏马·查克
拉巴蒂欢迎这一决定，表示中国成为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一员，将进一步促进
中国企业对该行业务覆盖地区的投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6
日表示，为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
洲投资计划”顺利对接，深化与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的合作关系，近期中国已向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表达加入意愿。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巴

蒂上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行股东会积极考虑中国加入该行的
申请，“中国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相
同地区都有业务，我们之间开展对话、
讨论合作是很自然的事情”。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总

部设在英国伦敦。截至目前，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拥有66个股东。该行宗旨是，帮助
和支持中欧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化。
成立初期，该行投资目标主要集中在东欧
国家和地区。但近年来，该行投资范围逐
步拓展到中亚、欧洲中部及东南部等地区。

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表示，已做好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的准备

新华社阿尔及尔12月14日电（记者黄灵）
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邀请，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率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对
外宣讲团于12日至15日访阿，会见阿民族解放
阵线党、民族民主联盟主要领导人，并为我驻阿使
馆及中资机构代表做专题报告。

阿方表示愿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并积极参与中非合作。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对外宣讲团
访问阿尔及利亚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4日电 美国
总统奥巴马14日说，美国将进一步加
大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

奥巴马当天在五角大楼召开国家安
全委员会会议后对记者说，美国正从四
方面对“伊斯兰国”实施打击，包括定点
清除恐怖分子、向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

安全部队和武装力量提供军事训练和设
备、破坏“伊斯兰国”人员招募和经济活
动，推动用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

奥巴马说，巴黎恐怖袭击和加利福
尼亚州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发生前，他
就已下令美军加大对“伊斯兰国”组织
目标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美国领导

的联军总共发起近9000次空袭。此
外，美军还清除了包括“伊斯兰国”主要
领导人阿布·萨耶夫在内的该组织多名
核心成员。

这是奥巴马在过去8天内第二次就
反恐形势发表电视讲话。在其讲话前，
外界普遍猜测，奥巴马至少将宣布向伊

拉克再增派一支小规模地面部队。美国
国防部长卡特11日曾向记者透露，奥巴
马愿意进一步增加驻伊美军人数。

但是，奥巴马当天没有宣布任何新
的反恐政策，也没有对目前以空袭和训
练当地武装进行地面作战为主的美军
政策作出任何调整。

奥巴马说美国将发力打击“伊斯兰国”

新华社利雅得12月15日电 沙特
阿拉伯政府15日通过沙特国家通讯社
发布声明说，由沙特发起的一支34国
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已经组成。

根据声明，这支多国反恐军事联盟

以保护伊斯兰国家免遭恐怖主义团伙
和组织伤害为己任，在利雅得设联合行
动中心，以“协调和支持”军事行动。

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卡塔尔、
阿联酋、马来西亚等33个国家参与沙

特发起组建的这支伊斯兰国家反恐军
事联盟。伊朗则不在联盟成员之列。

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组建反
恐军事联盟意在协调在伊拉克、叙利

亚、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的反恐行动。
在被问及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

盟是否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组
建时，萨勒曼表示，军事联盟将打击“出
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恐怖主义组织”。

沙特政府发布声明：

沙特等34国已组建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

12月 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上发言。 新华社/路透

韩国检方14日对涉嫌学术造假的近
200名大学教授提起诉讼。这些教授涉
嫌以“新皮装旧书”方式完全抄袭他人著
作，被控违反著作权相关法律。一旦罪名
成立，这些教授可能会集体遭解聘，引发
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教授下课潮”。

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市地方检察厅当
天以违反《著作权法》和妨碍工作罪名对
来自韩国110所高校的179名教授提起
诉讼。其中，74名教授被正式起诉，另
外105名教授以简易程序被起诉。同时
遭起诉的还有来自4家出版社的5名责
任人，他们被控与涉案教授勾结出书。

这是韩国检方首次以上述罪名起诉大
学教授。检方要求，法院应判处涉案教授
1000万韩元（约合5.5万元人民币）罚金。

根据韩国高校不成文规定，不得续
聘曾被判处300万韩元（1.6万元人民
币）以上罚金的教授。由此，一旦这些教
授罪名成立，他们将无法与所在高校续
约，从而丢掉饭碗。

针对“新皮装旧书”现象，韩联社揭
秘了原作者、假作者和出版社之间形成
的利益链。

其中，假作者大多来自高校下属的科
学和工程类院系。这些教授在续聘评估

前，为夸大自身科研成果以保住饭碗，盗用
他人著作。一些涉案教授仅换个封面便将
他人的著作据为己有，冒充新书出版。也
有人为掩人耳目，对书名稍作改动。

对于假作者的做法，原作者虽然
心知肚明，却只能装聋作哑。由于出
版社不愿出版冷门的理工类书籍，原
作者为寻求继续与出版社合作，只能
吃“哑巴亏”。

检方认为，韩国许多高校都存在有组
织地“新皮装旧书”现象，检方计划成立打
击学术舞弊行为的专案组，进一步扩大调
查范围。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涉嫌学术造假、“新皮装旧书”

韩国179名教授或集体下课

新华社贝鲁特12月14日电（记者刘顺）黎
巴嫩14日向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之子汉尼巴
尔发布逮捕令。

据黎巴嫩官方通讯社报道，黎负责什叶派领
袖穆萨·萨德尔失踪案调查的法官哈马德当天对
已被警方关押的汉尼巴尔进行传讯，以了解37年
前的萨德尔失踪案。哈马德随后宣布向汉尼巴尔
发布逮捕令，其罪名是隐瞒萨德尔在利比亚失踪
的有关情况。

黎巴嫩媒体报道说，汉尼巴尔10日被一伙武
装分子绑架至黎东部贝卡地区，绑架者要求他提
供有关萨德尔在利比亚失踪的情况。11日，汉尼
巴尔被交给黎巴嫩警方。

黎巴嫩一些电视台11日晚播放了汉尼巴尔被
绑架后的一段视频。汉尼巴尔在视频中说，他的健
康状况良好，他被绑架与萨德尔失踪事件有关。

黎巴嫩向卡扎菲之子
汉尼巴尔发逮捕令

12月14日，也门政府军士兵在也门西南部
城市塔伊兹参加训练后举起武器。

据也门官方的萨巴通讯社14日报道，也门总
统哈迪当天宣布和胡塞武装之间停火，并于15日
实施。15日，也门有关方面将在瑞士日内瓦展开
新一轮和谈。 新华社/路透

也门总统宣布
与胡塞武装停火
将在日内瓦展开新一轮和谈

本报讯（记者王红卫）第十七届
“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12日至13
日在福建省泉州市举行，光明日报、海
南日报等40余家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
的媒体负责人及代表与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
民、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陆慷分别就国
际新闻报道导向和国际形势等议题作
了主旨发言，对今后的国际新闻报道
和评论提出了要求。

从1999年开始，光明日报社每年主
办一次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此前已

经成功举办了16届。论坛为国际新闻
报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开展国际舆论
斗争、配合我外交工作、探索建设和积极
提高我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为地方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论坛投票推选出2015年“十大国
际新闻”和“国外十大焦点人物”。

本次年会由光明日报社和中共泉
州市委联合主办。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
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
记王冬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杨文
延、光明网总裁杨谷等出席了论坛年会。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新闻论坛”
年会在泉州举行

推选出2015年“十大国际新闻”和“国外十大焦点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