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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整体优先；2、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关
税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时的面
积以国土房产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测量为准。

报名及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3月31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

保证金，并到主拍机构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
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协拍机构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海南
省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7楼）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
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账号：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2016)三中法技委拍字第2号（整体/单套）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主拍机构电话：0898-68511921、18976230583李女士
协拍机构电话：0898-66531951、13307577713林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60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联合拍卖公告
（第1604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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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4月1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庭(三亚市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
省三亚市南边海渔港路山水雅居“万宝威尼斯蓝湾”9号楼十套房屋，

整体参考价2107.75万元，竞买保证金400万元，单套竞买保证金40

万元/套，具体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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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公示
文昌市重兴镇甘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于2016-03-14日09:

3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经评标委
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
10620547.45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
10621558.47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
10613585.21元，

公示期：2016年3月17日至 2016年3月21日，如有质疑（或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人：文昌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交易中心 电 话：0898-
63330685

招标代理：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0898-68961232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325-1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3月25日上午10：3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一辆车牌号为琼ALG291,车型：别克牌SGM7204TATA型轿
车。登记时间：2013.4，参考价：15.03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以
款到账为准。

该车辆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2016年3月 21日至 2016年3月22日
展示地点：海口市国贸三横路16号国苑商务大厦停车场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3月24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办理手续。
电话：68538825 18789338111(详细图文添加此微信)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永庄小学

教学综合楼项目（施工标），已于2016年03月16日在海口市海甸五

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开评标工作，现将

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南城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国鑫实业有限公司 。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03月17日至03月2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监督部门提出申诉，电话：0898-68724550。

招标人：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160317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4月1日10: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国际
客运港区养生度假中心E栋E82119号房[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08）
字第1395号]，建筑面积74.52m2。参考价：306万元，竞买保证金：60万
元。特别说明：该房屋尚未登记发证，实际建筑面积以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
证为准，产权过户等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该房屋已办
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报名及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3月
31日17:00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
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账号：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第4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电话：
68555951 18976343313 颜先生；法院监督电话：88866960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指挥部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米铺村门牌号66号（征收编号：A65-1）的住户无法提供
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
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
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
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3707549969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3月17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指挥部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现正在进行土地和房屋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米铺村的一块空地（征收编号：A79；四至为：东至A80号，南
至A24，西至A78，北至部队围墙）权益主张人无法提供土地
证。因此，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7天内，
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
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
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3707549969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3月17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指 挥 部 房 屋 权 属 异 议 征 询 公 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
客社区红湖阁小区附楼，现场征收编号A74，初步认定该宗房产部
分房产权益人，现公告如下：

房号：801，原购房人吴宁宁，现权益人聂志虎；
房号：901，原购房人陈献芳，现权益人赵丽杰；
房号：902，原购房人陈献芳，现权益人马铭微；
房号：908，现权益人张建荣；
房号：906，原购房人钱宋晖，现权益人陈俊任；
房号：1003，原购房人赵萌，现权益人吴进政；
房号：1004，原购房人赵萌，现权益人吴进松；
房号：1001、1002，原购房人张铁栓，现权益人刘波；
房号：1101、1102，现权益人张石夯；
房号：1107、1108，原购房人王立，现权益人潘耀译；
房号：1005，原购房人杨成敏，现权益人刘芳；
房号：1006，原购房人王茂丽，现权益人刘芳；
房号：1008，原购房人任秀壮，现权益人任秀壮；
房号：1208，原购房人杨男，现权益人杨福岗；
房号：1203，原购房人黄暖桥，现权益人余耐深；
房号：1204、1206，原购房人黄暖桥，现权益人吴泳权；
房号：1308，原购房人王卫星，现权益人刘敏；
房号：1103，现权益人李茂贵。
房号：1105、1106，户主联系不上，无法核实。
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日内，向我部提

交书面材料及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权属无异
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邢先生 联系电话：13976681441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3月17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指挥部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米铺村门牌号256号（征收编号：A80）的住户无法提供房
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
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
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
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3707549969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3月17日

职工统建房项目监理中标候选人公示
职工统建房项目监理招标于2016年03月15日在海口市建

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3楼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03月17日至2016年03月

21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65374307。

招 标 人：海南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6日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关于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的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我局分别对车主王喜立号

牌琼B16992车于2015年10月13日、车主曲飞号牌琼B07786车
于2015年10月15日、车主杨清号牌琼B12702车于2015年10
月28日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法行
为作出了违法行为通知，现将《违法行为通知书》（琼运违通[2015]
第 460015082 号、琼运违通[2015]第 460015085 号、琼运违通
[2015]第460015095号）公告送达。上述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等权利。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受送达人可到我局领取上述文书书面文本。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新港海运路16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直属单位联
合办公楼3楼314室；联系电话：0898-66218255。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16年3月7日

我行现有以下项目向社会公开征集供应商：一、银行网点建设项目供
应商。供应商类别包括装修设计单位、装修预算单位、装修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安防施工单位、消防施工单位、广告施工单位、空调安装单位共八类
供应商。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具备相应的营业范围、资质及经验。二、法律
顾问。法律顾问提供服务范围为：非标准合同的法律审查、法律培训、日常
法律咨询等。报名资质要求：1、律所：经海南司法厅批准成立，具备相应的
营业范围、资质及经验。2、律师：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有银行法律顾问
相关工作经历。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6年3月21日前来报
名，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联系人：王女士，0898-36693631，13976659666 林
女士，0898-36693385，13518067107地址：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28-1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2016年3月17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供应商征集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琼01执54-1号

本院依据已生效的湛江仲裁委员会（2015）湛仲字第95

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渝商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廖勇锋、白沙天涯驿站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原在仲裁前，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 执行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裁定查

封了廖勇锋位于海口市南海 大道28号四季华庭5幢A-402

房、位于海口市工业大道亚洲豪苑景湖居9幢2A房、位于海

口市面前坡新村704房、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1 号汇宇金城

4号楼1202房、位于海口市南宝路32-1号富骅大厦B座

1311房、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60号金手指白沙门度假村1-

206房；查封了白沙天涯驿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

南省白沙县阜 龙乡墟315省道旁白沙阜龙·天涯驿站之人间

天堂楼盘 B5 栋的 1101 、1102、1103、1001、1002、1003、

901、902、903、801、802、 803、701、702、601、602、603、

501、502、503、B7 栋的 1101、 1102、1001、1002、1003、

901、902、903、801、803、701、702、601 、602、501、502、B8

栋的 1101、1102、1103、1002、1003、902 、801、802、803、

702、602、501、503、401等房产。因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对上述被查封房产予以处

置。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0一六年三月三日

新华社北京 3月 16 日电 国务院
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汪洋近日主持召开扶贫专题会议，
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他强调，易
地扶贫搬迁是生存条件恶劣地区贫困
群众脱贫的根本措施，是新一轮脱贫

攻坚的标志性工程，要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紧盯脱贫目标，从实际
出发，积极稳妥推进，切实做到搬迁一
户、脱贫一户。

汪洋充分肯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以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的积

极进展。他强调，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吃透政策、统筹
谋划、有序推进。要按照“理顺机制、明
晰目标、守住底线、确保脱贫”的要求切
实做好下一步工作。理顺机制，就是要
抓紧建立和完善省级投融资主体，并与

市县项目实施主体做好衔接，形成顺畅
的资金筹措、项目运作、贷款偿还、风险
防控、监督检查等运行机制。明晰目
标，就是要紧紧围绕搬迁群众脱贫这个
目标来推进各项工作，搬迁是手段，脱
贫是目的，决不能为搬迁而搬迁。守住

底线，就是要严格按规定落实住房建设
面积和标准，避免因面积过大、标准过
高增加贫困户负担，决不能让贫困户因
搬迁而增加负债。确保脱贫，就是对搬
迁贫困户不能一搬了之，要加强后续政
策扶持，确保如期脱贫。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扶贫专题会

易地扶贫搬迁必须紧盯脱贫目标

据新华社上海3月16日专电（记
者黄安琪）地处闹市区，不断有导游将
国外来访旅游的普通游客带入购物，而
销售的却是“假洋牌”。近日，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了多例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案，涉案当事人全部为上
海市某韩城服饰礼品广场内店铺实际
经营人，其目标客户主要为国外游客。

据上海市三中院介绍，2014年 9
月，公安机关接报称，上海市某韩城服

饰礼品广场一家店铺内有涉嫌销售假
冒名牌首饰，遂立即组织对店家进行突
击检查，当场查获待销售的标有“cha-
nel”“cartier”“hermes”等注册商标的
手镯、戒指、项链等商品，共计497件。

执法人员发现，这些首饰从用料、
做工到款式等方面都较为粗糙，销售价
格比正规商品低廉许多。相关部门当
场对这家店铺实际经营人夏某采取强
制措施，并对涉案的名牌首饰进行扣押

处理。后经商标权利人鉴定，上述涉案
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其中
412件在市场上有对应型号销售，经鉴
定市场中间价共达1000余万元。

公安机关对该韩城服饰礼品广场进
行了系统排摸，发现整个广场内有多家
店铺涉嫌销售假冒名牌商品，且店铺经
营者大多通过暗格、暗门等方式隔离存
储商品，以逃避检查。广场内店主的英
文水平都较好，大都将这些假冒名牌商

品推销给前来旅游的国外游客。据一些
店主说，部分国外游客不知道中国有山
寨商品，而且是在如此繁华的市中心，认
为只要是在商场、商店买的东西都是真
的，因此上当受骗。这些店主偶尔也会
推销商品给贪图便宜的中国消费者。

上海市三中院分别判决被告人黄
某等4人有期徒刑10个月至两年，并处
罚金1万元至5万元不等，还有一批相
关案件仍在继续审理中。

勾结导游拉游客购“假洋牌”

上海多家店铺责任人被判刑

3月16日，工作人员现场将做好的耙肉饵丝分
发给人们品尝。

当日，正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古
镇举行的中华彝族祭祖节暨第六届中国大理巍山小
吃节上，“中国最大一碗粑肉饵丝”申报上海大世界
基尼斯纪录现场认证成功。制作这碗耙肉饵丝使用
饵丝460两、汤肉840两，总计共 1300两，可供
800人同时食用。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中国最大一碗粑肉饵丝”
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认证

据新华社拉萨3月16日电 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将川藏铁路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项
目，这意味着川藏铁路建设提上日程。川藏铁路
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成都至拉萨的运行时间。

川藏铁路是继青藏铁路之后，第二条进藏“天
路”，起于四川省成都市，经雅安、甘孜，昌都、林芝
等地，最终抵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全线运营
长度约1900公里，建筑长度约1800公里。

据了解，川藏铁路建成后，成都至拉萨的运行
时间有望缩短至13小时。目前两地间运行时间
在48小时左右。

川藏铁路被列入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3月15日，机器人服务员“小花”在餐厅内为
顾客端上菜品。

近日，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一家餐厅引进智能送
餐机器人当“跑堂”，吸引了众多顾客的目光。据介
绍，该机器人身高140厘米、体重60公斤，双手可
托盛装7公斤食物的餐盘，体内集成了多传感器信
息融合与导航、多模态机交互等先进技术，每次充
电后可持续工作约8小时，具备自动送餐、空盘回
收、菜品介绍和与顾客互动等功能。 新华社发

机器人服务员亮相沈阳餐厅

据新华社昆明3月16日电 据昆明铁路局消
息，中缅国际铁路国内段广（通）大（理）铁路扩能改
造工程近日开始铺架，为2018年开通运营奠定了
基础。届时，云南昆明至大理行程仅需2小时左右。

据介绍，广大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长175公
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每小时，为国家一级双线电
气化铁路。工程分别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和
大理白族自治州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整个铺架工
作预计2017年上半年完成。

中缅国际铁路国内段

广大铁路开始铺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
林晖）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16
日通报显示，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3月
16日至25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东
部将有3次移动性较强降雨过程。

由于此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大、强
度较强，国家防办16日向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市）防指
和长江、珠江、太湖防总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安排部署强降雨防范工作，重点防
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
和中小河流洪水灾害。

南方将出现
新一轮强降雨

据新华社天津3月15日电（张建
新 吴军辉）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陈弓团队历时7年首次实现
甘露霉素的高效化学全合成，为开发有
效应对“超级细菌”的新型抗生素药物开
辟了“道路”。

上世纪20年代，青霉素的发现开启
了人类的抗生素时代，人类平均寿命因
此延长15年－20年。然而，由于近年
来传统抗生素的滥用，越来越多具有耐
药性的“超级细菌”频频肆虐，人类急需
可有效应对的新型抗生素。

甘露霉素是对多种耐药菌有着突出
抗菌活性的环状糖肽天然产物。它可以阻
碍细菌细胞壁的形成，使致病菌溶解死亡。

南开大学首次实现
甘露霉素高效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