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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贾君华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港门村二路腾

升公寓3#楼507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

为：三土房（2010）字第01113号，房屋建筑面积为44.81平方米，

土地面积为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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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27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李虹逸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三亚河东路三

亚凤凰水城A区3#公寓楼1502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

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014264号，房屋建筑面积

为127.5平方米，土地面积为45.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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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27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海 南 周 易 影 视 制 作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码:
460100284028450)：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于2016年1月8日
对你公司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并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
书》（琼地税一稽罚告[2016]3号），拟处罚款1,427,125.46元。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办公（海口市义龙路24号 ），且无法联系你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上述文书采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
达你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六条规定，现将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地税一稽罚告
[2016]3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视为送达。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金鹿花园三期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及
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启事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的“金鹿花园三期”项目位于
海府路北侧。该项目设计方案符合规划要求，另经海南城建业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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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79平方米。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6年 1月
29日至 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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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二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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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3，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月29日

源辉酒店项目设计方案批前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大园社区甘一居民小组开发的“源辉酒店”项

目位于大园路西侧，用地面积2706.8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
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28%，绿地率≥30%，建筑限高为≤60米。
现拟建1栋地上12层、地下1层的酒店，建筑面积地上6674.88平方米、
地下1732.95平方米，各项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16年1月29日至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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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
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苏庆雄。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月29日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16年

2月5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南京豪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债权。保证金：10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标的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2月4日。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6年2月4日下午16：0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
大厦十二层；联系电话：（0898）66753060、66753061 ；联系人：李先生、
吴先生。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7384、68666481、68623068；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委
托方网址：http//www.cinda.com.cn。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
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10时对以下标的物依

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大厅（太原市
迎泽大街388号国际大厦2层）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长怡路9号华秀园商住楼房产。
二、特别提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2月24日17：00前，交

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不计息），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数
额及交纳方式按本公告所列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预展时间：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4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方式: 15035709225（张女士）18835162568（张先生）

0351-2362070 15835112440(闫女士)
山西博奥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这是被告人杨某某在法庭审判现场（1月28
日摄）。

当日，备受关注的利用“8·12”天津港爆炸事
故在网上进行诈骗一案完成了一审判决，被告人
杨某某（女）因犯诈骗罪，被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元，作案工具手机1台予以没收。

新华社发

记者了解到，中央组织部把整治档
案造假问题列为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
的6项重点任务之一，从2014年10月开
始，在全国分三批部署开展了干部人事
档案专项审核工作。目前，第一批即省
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基本完成，市、
县两级和中央单位正在抓紧推进，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

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
看来，干部履历造假并非小事。谢春涛
认为，干部履历造假现象危害极大，首先
是对其他诚实守信者的不公平；其次会
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甚至败坏社会
风气；第三，造假频发，会形成错误的导
向，让人感觉“老实人吃亏，造假者占便
宜”，从而又影响到其他人也造假。

事实上，对于档案履历的管理，相关
法律条例早有明确规定。新版《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不准涂改
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
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

法律条例高悬，为何干部履历造假
仍禁而不绝？谢春涛认为，除了档案管
理不够严格外，处罚较轻也是主要原

因。谢春涛建议，对造假者一经查实必
须严厉查处，更要追究默许、参与或帮助
造假者的责任。

加强源头治理，既做好过去存量
的“清淤”工作，也积极做好“防污”工
作，一是建立健全干部档案任前审核
制度，二是完善档案日常管理制度，三
是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着力构
建“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
长效机制。
记者 白靖利（据新华社昆明1月28日电）

处罚较轻是禁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社南京1月28日电（记者蒋芳）记者

28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获
悉，截至目前，该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仅剩133位，其中年龄最大的已超过百岁。

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间
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已有78年多，这意味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年龄均超过78岁。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曾做过较大范围的调查工作，按照亲眼目睹（有
记忆能力）或亲身受害的国际通行标准，登记在册
的幸存者有1000多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见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历史的“活人证”。他们的口述史是当年历史最
好的证言，也是对那些企图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
的最有力反驳。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133人

“骗赏”女子一审被判刑3年

13岁参军、11次篡改档案、跨两省5地造假

干部履历“整容”为何屡禁不止？

13 岁参军、11
次篡改档案、跨两省
5地造假……近年来
干部履历造假的情况
屡被曝光，“三龄两历
一身份”成为一些干
部随意篡改涂描的对
象。

中央组织部近日
通报称，在省管干部
档案专项审核中，420
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
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186人因档案问题被
记录在案，未查清前
不得提拔或重用。

档案造假远非一
张档案纸那么简单，
一处造假往往牵出多
人、多部门。如何源
头防堵造假行为？新
华社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干部档案是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遏制造假
行为。然而，干部档案造假长期难禁
绝。在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中，
被巡视的20个省区市中有15个存在干
部档案造假问题。

梳理“落马”官员的案件发现，干部

履历造假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年龄、学历、经历是“重灾区”。

干部履历主要包括“年龄、工龄、党龄、学历、
工作经历和干部身份”，简称“三龄两历一身
份”，而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往往成为造假
的多发环节。如黑龙江省双城市招商局原
副局长孟德勇，为了符合吸收录取干部年

龄，将出生年份由1979年改为1976年，并
虚构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大专班学历。

——多人协作，团伙作案。一个人
造假背后往往涉及多人、多个部门，形成团
伙作案状况。如辽宁省盘锦市大洼临港经
济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野伪造入党材料
案，涉及9人；山西省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

原秘书长王红英为了篡改档案，10人受处
分，涉及质检、组织、人事等多个部门。

——履历造假往往伴随其他违纪违
法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党组成员栗智在档案造假外，
还存在“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
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通奸”等多项违纪
行为。而江西抚州党风廉政巡查队在发
现广昌县环保局滥发福利问题后，继而
查处该局局长虚报年龄的问题。

履历造假猫腻：年龄、学历、经历是“重灾区”

近年来，我国逐渐完善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
不得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晋
升、职称评定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
不得“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
众”。但是执行时却或多或少存在随意

性和漏洞。少数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惜
铤而走险。

云南省一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干
部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个别干
部为达到选拔要求的在基层或某个职级
工作年限、最低学历等要求，往往在档案
材料中，虚构增加工作经历或者提供假

文凭。而由于异地考察干部时，往往容
易存在衔接盲区，所以造假更易发生。

除了私自更改履历者个人意愿之
外，“弹性年龄”“粉饰业绩”等的背后，往
往有领导“保驾护航”。

例如，广东梅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
原政委钟立档案造假案中，给予协助者

的身份就涉及县委书记、县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以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而为了
提拔两名不具备条件的干部，辽宁省本
溪市明山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军
甚至授意造假履历。

“挣面子、占位子、图帽子、捞票子，
造假背后都是利益的捆绑、驱动。”这位
人事干部认为，为了达到提拔的硬性条
件、多享受干部待遇，让履历更加耀眼
等，都是一些领导干部履历造假的原因。

耀眼履历多发：图帽子、挣面子、捞票子

新华调查

新华社“决心”号1月28日电（记者张建松）
记者在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上了解到，“决
心”号将于2017年第三次赴南海，执行367和
368航次的大洋钻探任务。这将是中国科学家主
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根据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安排，第三
次南海大洋钻探的两个航次均聚焦于南海扩张
之前的大陆破裂。其中，367航次计划于2017年
2月至4月执行，368航次计划于4月至6月执
行。任务的科学目标是揭示南海成因，并检验国
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的海洋形成理论。

据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中国办公室介绍，自加入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以来，中国科学家已在南海设计
和主导了两个大洋钻探航次。据悉，与前两次南海
大洋钻探相比，第三次钻探难度更大，不仅海水更
深、钻井更深，而且钻探硬岩石基底的任务更重。
因此需要“决心”号两个航次、4个月时间才能完成。

“决心”号大洋钻探船是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的3个钻探平台之一。目前，来自美国、中国、英
国等国的30名科学家正搭乘“决心”号在西南印
度洋开展科考活动。

中国科学家将主导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新华社沈阳1月28日电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加拿大公民凯文·高（KEVIN GARRATT）因
涉嫌非法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已于近日由辽宁
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有关部门在办案过
程中还发现凯文·高涉嫌接受加拿大间谍情报机
关任务，在华从事情报搜集活动的线索。

涉嫌非法刺探、窃取国家秘密罪

加公民凯文·高被起诉
据新华社广州1月28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詹奕嘉）涉及全国16省60余个
地市、涉案集资金额高达99.5亿多元、
受害人数达23万余人……记者28日从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广东邦家公
司”集资诈骗案（以下简称“邦家案”）审
理宣判进程出现新进展，该案2名主犯
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7年。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供资料显示，
“邦家案”由公安部挂牌侦办，该案涉案
人员在广州成立广东邦家租赁服务有
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并在全国设立64
家分公司、24家子公司，在未取得政府
部门融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虚构高额
回报，采用推销会员制消费、区域合作

及人民币资金借款等方法，向社会公众
进行非法集资。

该案涉及28名被告人、全国88家
公司，卷宗材料达8000余册。广州市
人民检察院“邦家公司”集资诈骗专案
组调查取证后认为，邦家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成本与非法集资数额完全不成比
例，证明有关被告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的故意、涉嫌集资诈骗罪。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司法机关将“邦
家案”进行分案处理。2014年5月，此案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办案检察官透露，庭审过程中控辩
双方激烈“交锋”，多名被告人当庭翻
供，多名辩护人则从是否构成单位犯
罪、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证

据是否确实充分等方面进行辩护，专案
组一一予以回应。在最后陈述阶段，该
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蒋洪伟首次向法庭
承诺交出其隐匿的邦家公司业务人员
名册、市场部全套账册资料等。

据经办此案的一位主诉检察官介
绍，本案的被害人群中有极大部分是中
老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孤寡老人。他们
得知一辈子的辛苦所得可能血本无归
时都非常激动，有人专门组织成立“全
国邦家债权人协调委员会”进行维权。

为安抚被害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专案组建立与被害群众代表定期联系
制度，将手机公布给前来检察院咨询的
被害群众。专案组成员分批约见全国
各地受害群众代表30余次，多次和被

害人集体聘请的律师交换意见。
2016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主犯王民权、张岩作出终审判
决，判决王民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判处
张岩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
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目前，“邦家案”
其他涉案人员仍在审理过程中。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提
醒说，非法集资类案件涉及地域广、涉
案金额巨大、被害人众多，社会危害性
极强，民众遇到投资项目一定要充分了
解风险，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和家人
商量、多找专业人士咨询、多实地考察，
而一旦发现有诈骗嫌疑则要及时报警，
不要抱着盲从心理、导致损失扩大。

涉案金额近百亿 超23万人受害

起底广东邦家公司集资诈骗案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28日发布通告称，承德
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气
血双补丸”等6起药品广告因含有不科学
的功效断言，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被查处。

通告指出，涉事药品为：承德御室金
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气血双补
丸”，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药品“冠脉通片”，红桃开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药品“两仪膏”，通化久铭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舒心宁片（广
告中标示名称：祺新丹）”，通化颐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理气舒心
片”，广西中医药大学制药厂生产的药品

“复方扶芳藤合剂”。这6起药品广告宣
传内容均含有不科学的功效断言，扩大
宣传治愈率或有效率，利用患者名义或
形象做功效证明等问题，欺骗和误导消
费者，严重危害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对上述6起药品违法广告，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已将这6起药品违法广告移
送有关部门查处。

6起药品广告
涉虚假宣传被查处

据新华社成都1月28日专电（记者
童方）2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
广汉市召开的“三星堆遗址2011年－
2015年考古勘探、考古发掘成果专家论
证会”上宣布，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西周
时期完整陶器乃至玉璋、绿松石和金箔
片等高等级文物，其中金器是本世纪首
次发现。

三星堆遗址本世纪
首次发现金器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高杉 李呐）社交媒体正在让我
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在手机
上，人们究竟爱看什么内容？哪一类的
微信公号最受欢迎？就此，WPP传播
集团旗下的市场调查机构凯度集团，1
月28日发布了《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
告》，用数据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画像。

据了解，当日发布的报告以2015年
数据为基础，城市居民样本调查覆盖60

个一至四线城市，推及人口达1.8亿。
报告显示，中国人使用社交媒体的

程度正在快速上升，有超过一半（51％）
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成为了社交媒体
用户，较去年发布的数字大幅上升了17
个百分点。然而，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
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却在减少：从
去年的 65％下降到今年的 61％；有
15％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的
生活变差了，比去年增加了2个百分

点。今年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满意度
得分为67.0，较去年的68.0有所下降，
而2014年时曾经高达73.4。

在社交媒体为生活带来困扰的调
查中，有27.7％的受访者认同“个人信
息安全、隐私缺乏保障”，比去年增长了
2.8％。

高达71％的受访社交媒体用户赞
同“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明显高
于总体受访城市居民的67％，其每周平

均工作时长也略高于总体水平。调查
中，社交媒体用户普遍呈现出忙碌且焦
虑的状态。

然而，“社交星人”也表现出积极的一
面，比如他们更热衷旅游、行走，每年至少
旅游一次的社交媒体用户占到46.1％，
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

如果将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与美国、
英国、法国和巴西的社交媒体用户相比
较，中国人的积极度排名第三。

《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发布
超过一半（51％）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