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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社部《关于举办第三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
生专场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15〕192号）对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
招聘活动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作用，推动大中城市就业信息的整合和
共享，为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便利。我中心拟于2016年 3月 12
日举办第三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海口分会
现场招聘会。
一、举办时间：2016年3月12日（周六）9：00- 12：00
二、举办地点：
1、主会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大学生艺体中心和新体育馆
2、海口分会场：海口市玉沙路京华城商业广场
三、发起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
四、主办单位：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
五、活动主题：城市联动促进就业
六、参展规模：海口分会场参会企业150家
七、报名方法：凡有意向海口分会场参招聘活动的单位，请于3月10

日之前填报《人才需求登记表》办理申请手续。
联 系 人：黄 毅 联系电话：0898-66667078 E-mail：hnngrl@sina.com
详情请见：海口人才网www.hkrcw.com.cn

海南人才招聘网www.hnrczpw.com

关于举办2016年第三届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海口分会场现场招聘会通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5执117-123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卢业辉、李丹、冯金梅、李春英、庞海江、庞
毅、郑太琼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七案，本院作出的（2015）秀民一初字第308、317、315、319、313、
310、31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本院拟将位于海口市
丘海大道1-2号紫园公寓5层5E房（房产证号：HK227294）、3层
3F房（房产证号：HK227198）、5层5D房（房产证号：HK227277）、
16层 16A房（房产证号：HK227169）、13层 13E房（房产证号：
HK227303）、9层9E房（房产证号：HK227229）、13层13A房（房产
证号：HK227173）的房产分别过户至卢业辉、李丹、冯金梅、李春英、
庞海江、庞毅、郑太琼名下。如对本院所过户的上述房产持有异议，
请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三月七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5执124-130号

本院受理黄兹勇、吉训魁、郑惠南、叶玲、张国社、罗敏、倪丽芬
等7人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七
案，本院作出的（2015）秀民一初字第311、312、309、324、326、322、
32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本院拟将位于海口市丘海大
道1-2号紫园公寓8层8F房（房产证号：HK227193）、2层2A房（房
产证号：HK227184）、14层14E房（房产证号：HK227304）、13层
13F 房（房 产 证 号 ：HK227188）、15 层 15B 房（房 产 证 号 ：
HK227244）、6层6F房（房产证号：HK227195）、3层3E房（房产证
号：HK227292）的房产分别过户至黄兹勇、吉训魁、郑惠南、叶玲、张
国社、罗敏、倪丽芬等人名下。如对本院所过户的上述房产持有异
议，请自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三月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5执131-137号

本院受理黎志攀、冯泽等7人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七案，本院作出的（2015）秀民一初字第
328、308、316、318、320、321、32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本院拟将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1-2号紫园公寓10层10E房（房产
证号：HK227300）、4层4A房（房产证号：HK227182）、6层6E房
（房产证号：HK227295）、12层12D房（房产证号：HK227286）、14
层 14B 房（房产证号：HK227245）、9 层 9D 房（房产证号：
HK227282）、14层14C房（房产证号：HK227260）的房产分别过户
至黎志攀、冯泽、冯清、陈海贞、黄丽梅、周洋、林琨名下。如对本院
所过户的上述房产持有异议，请自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三月三日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编外工作人员

招聘公告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是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下属事业单

位，主要负责我省重点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现因工作
需要，我局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聘16名编外工作人员。招聘岗
位及人数如下：

1、工程会计岗位：1人； 2、工程出纳岗位：1人
3、人事管理岗位：1人； 4、行政文秘岗位：2人
5、行政工勤岗位：1人； 6、合约管理岗位：1人
7、项目管理主办岗位：3人； 8、项目管理辅助岗位：6人
招聘具体要求及事项请登录 http://www.51job.com/

haikou查看。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0898-66250076 13518081772

债权申报/债务清偿公告
文昌鲁海水泥实业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债务人：

文昌鲁海水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鲁海”）股东已将
其持有的文昌鲁海100%股权转让，就债权申报/债务清偿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请文昌鲁海的债权人于本公告限定期限内申报债权，具体
要求如下：1、向以下联系人领取《债权申报表》，按照申报表要求填
报一式两份，分别送（寄）至以下联系人：（1）文昌鲁海联系人：杨晓
红，联系方式：13807680881，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六
东路塞维阳光。（2）股权受让方联系人：邢璐，联系方式：68571588-
8105/15008985506，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5-87号天邑国
际21楼。2、申报债权范围：截止债权申报日（债权人向文昌鲁海申
报债权之日）尚未清偿的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请务必向股权受
让方申报一份，方便核实债务以便安排债务清偿。

二、请文昌鲁海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于本公告限定期限内向
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债权申报/债务清偿期限：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特此公告

文昌鲁海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3月8日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书
谈德容、黄光恩、易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万宁若水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本公司面临的现实情况，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
行董事易强提议召开2016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现将会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6年4月6日上午10：00
二、会议地点：海口市蓝天路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贵宾楼V1

栋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
1、是否引入新的投资者共同合作开发公司项目。
2、其他事项。
四、对会议议题及讨论的其他事项做出股东会议决议。
请各位股东根据本通知准时出席会议，本人确实不能出席（参

加）的，可委托他人参加本次会议，股东委托他人或委派代表参加本
次会议的，应出具授权委托书。本人不出席，也不委托他人或委派代
表参加会议的，视为对公司议定事项投弃权。

特此通知！
万宁若水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6年3月6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于明喜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龙岭路三亚

山水国际峰秀阁9栋十一层A1102房、13栋十一层A1102房的
《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分别为：三土房
（2011）字第 03796、03770 号，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 90.47、
125.76平方米，土地面积分别为 41.32、5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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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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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3月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3HN002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AK9150别克小轿车及
奥迪、丰田、海马等10辆小轿车，挂牌价格为10000元到
75000元不等。公告期：2016年3月8日至2016年3月21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
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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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施
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3月8日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英国区施工于2016年3月7日在

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

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珠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6年3月8日至2016年3月10日。公示期内，如对

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投诉，

电话：18211100010。招标人：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招标

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位于三亚市西河公

寓下列涉案财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注:1. 第二层（建筑面积共计：1320.76m2）和第三层5套房产（房
号为303-307号，建筑面积共计：413.45m2），房屋中所占有的房产份
额（其份额为：西河公寓第二层和第三层的 303-307 号房，扣除
331.64平方米房产给海南华琦实业开发公司所有后，剩余房屋面积
由海南华琦实业开发公司与海南长岭石化实业开发公司按780:800
的比例进行分配；2.第五层7套房产（房号为501、502、503、504、
506、507、508号建筑面积共计：602.73m2，现房产所有权登记在三亚
腾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拍卖时间：2016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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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03148；缴纳保证金的时间：2016
年4月8日上午12时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岳阳市
云溪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岳阳市云溪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账号：8602149000010127501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 云法司
鉴字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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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2日17时止；特别说明：（1）上述标
的物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岳阳市云
溪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730-841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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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参考价(万元)

10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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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执行人付泽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钟诚大厦综合楼1301
房[房权证号为海房字第HK201847号，建筑面积为80.37m2，套内建筑
面积44.88m2]。参考价为：28.97万元，竞买保证金为：6万元。拍卖时
间：2016年0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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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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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账号：
2110400104000757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 琼72技拍委字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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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29日下午17时止；特别说明：上述标的物按现
状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一切税费，该标的物目前出租给他人使用。海
口海事法院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40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市政府批示意见，拟对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项目涉
及的A0405地块规划指标进行相应修改。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与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

一、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6年3月8日至4月19日）
二、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
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
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
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8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7日在回应
韩美联合军演问题时表示，中方在朝鲜
半岛保持稳定方面拥有重大关切，中方
坚决反对任何在半岛挑事惹事之举。

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国和美
国7日起举行联合军演，据称此次军演
规模空前，将一直持续到4月底。我们
注意到，朝方针对韩美军演反应强烈。
中方对上述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洪磊强调，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
连，中方在半岛保持稳定方面拥有重大
关切。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在半岛挑事
惹事之举，决不允许家门口生战生乱，
强烈希望有关各方务必保持克制，不要
相互刺激和加剧紧张。

同时，据洪磊介绍，中国外交部部长
助理孔铉佑同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
4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中俄东北亚安
全磋商，双方就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安全

形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洪磊表示，中俄双方对美韩推动在

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均表示严重
关切，一致认为美韩此举将加剧地区紧
张，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直接损害中俄
战略安全，中俄双方对此坚决反对。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靳
若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7日表示，联
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应得到全面
平衡执行，执行这一决议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责任，中国会认真全面执行。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有评

论认为，中朝贸易额约占朝鲜对外贸易
总额的 90%。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2270号决议的责任主要在于中国。你
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指向
明确，就是要阻遏朝核导计划，同时不影
响朝鲜的民生和人道需求。决议中也写
入要求重启六方会谈、以政治和外交方

式缓和东北亚局势等重要内容，这是解
决朝核问题的根本之道。因此，这个决
议应该得到全面、平衡执行，不能刻意突
出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领域。

“同时，执行安理会决议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责任，不是哪一家的事。中国
会认真、全面执行决议。”洪磊说，希望
各方都切实、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包
括在重启六方会谈、不采取导致紧张局
势行动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

中国外交部回应韩美联合军演：

坚决反对任何在半岛挑事惹事之举
中国会认真全面执行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

据新华社首尔3月7日电（记者王
家辉）韩美两国军队7日在韩国全境正
式启动代号为“关键决断”和“秃鹫”的
例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军演在朝鲜第
四次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后进行，
具有特殊意义，是韩美同盟针对朝鲜采
取的强有力的军事应对措施。

报道援引军方相关人士的话说，这
是自2010年3月发生“天安号”事件以
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韩美联合演习。训
练重点将放在对朝鲜的核心设施进行
精确打击上。

据悉，“关键决断”联合军演将于本
月18日结束，“秃鹫”联合军演将持续
至4月30日。演习有1.5万余名美军和
约30万名韩军参加。美军还将出动战
斗航空旅团、海军陆战队机动旅团，以
及“约翰·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空母
舰、空中加油机等大批尖端装备。

继2015年8月的“乙支自由卫士”
联合军演后，韩美军方将首次在此次联

合军演中启动“作战计划5015”。根据
该计划，半岛如出现紧急情况，韩美双
方将对朝鲜最高领导层以及核、导弹设
施进行精密打击。此外，演习还将首次
实施对朝鲜核、导弹先发制人，进行探

测、扰乱、破坏、防御4阶段应对的“4D
作战”联合演习。

除“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演
外，韩美海军陆战队还将于7日至18日
进行“双龙”训练。韩联社报道称，美军

将派出9200余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
3000余名海军，韩军则将出动海军陆
战队和海军5000余人。此外，澳大利
亚130名军人和新西兰60名军人将一
同参加训练。

韩美军演出动大批尖端装备
韩联社报道称军演是韩美同盟针对朝鲜采取的强有力的军事应对措施

⬆ 3月7日，在韩国浦项，韩国
海军舰船参加联合军事演习。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平壤 3 月 7 日电
（记者郭一娜 陆睿）据朝中社7日
报道，朝鲜国防委员会当天发表
声明谴责美韩联合军演，警告将
进行先发制人且具有进攻性的核
打击。

声明说，美韩不顾朝鲜的重大
警告，于7日起举行有史以来最大
规模的“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
演。敌人此次还将实施针对朝鲜最
高层和以颠覆朝鲜制度为目的的

“斩首行动”实战演习，导致事态越
发严重。

声明说，面对敌人企图侵犯朝
鲜尊严、主权和生存权的严峻状
况，朝鲜军民将采取先发制人的
军事手段予以应对。联合军演是
对朝鲜主权最露骨的核战争挑衅，
朝鲜的军事应对措施将会是先发
制人且具有进攻性的核打击。

声明指出，朝鲜已制定了经
过最高层批准的有关军事作战
计划。

朝鲜国防委员会发声明：

将对敌人进行
先发制人核打击

⬅ 3月7日，在韩国浦项，美国
和韩国海军士兵参加联合登陆演习。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6日电（记者胡晓光）俄
罗斯国防部新闻局6日通报说，俄战略火箭兵去年
完成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改造，今年将装备
20枚该型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说，完成现代化改造后，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具备更大能力来攻克现有及
未来的反导防御系统，今年战略火箭兵的5个团将
装备该型导弹。

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对其陆基战略威慑性武器进行
现代化改造。“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约4枚分导
核弹头，射程达1.1万公里，可同时精确打击多个目标。

俄战略火箭兵今年将
装备20枚“亚尔斯”导弹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6日电（记者刘隆）
巴西的一项新研究证实，寨卡病毒确实具有攻击人
脑重要神经细胞的能力。这为确认寨卡病毒与新生
儿小头症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证据。

据巴西《圣保罗报》报道，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将寨卡病毒和人脑神经前
体细胞一起培养，结果发现后者的死亡率明显上升。

在进一步研究中，巴西专家用基因技术，培育出
具有成熟神经元、类似大脑皮层结构的模拟大脑器
官，测试寨卡病毒对其发育过程的影响。结果发现，
与没有感染寨卡病毒的对照组相比，感染该病毒的
模拟大脑器官的尺寸只有对照组的60％左右。

巴西新研究证实

寨卡病毒可
攻击人脑神经细胞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3月
6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94岁。这是1994年2月3
日罗纳德·里根与夫人南希·里根出席他83岁生日
庆祝活动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美前总统里根夫人南希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