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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琼72技拍委3号】

申请执行人刘杰与被执行人连玉辉、白沙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经海口海事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
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房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
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生态文化公园旁白沙福水安郡A型别墅A9#楼、
B型别墅B3#楼、B型别墅B5#楼、5#楼105铺、5#楼106铺以参考价分别为：
19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44万元、83万元；竞买保证金分别为：25万元、
15万元、15万元、6万元、1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

2016年4月6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六楼A座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16年4月5日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4月
5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银
行：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银行账号：21104001040007570。6、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2016）琼72技拍委3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
明：（1）上述房产尚未办理初始登记，现已办理预售备案登记在申请执行人刘
杰名下。（2）上述房屋实行单独拍卖，相关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缴纳，
当拍卖价值达到本案执行标的额时，即停止对其他标的的拍卖。招标拍卖机
构电话：0898-66500777 13307599777海口海事法院拍卖监督电话：
0898-66160113

公 告
海南耀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与董文华就海南省万

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老爷海南侧君临海项目(以下简称“君临海”)第
T2幢23层2703A号房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销售合同》已解除；
我司与刘秀云、沈远就君临海第T4幢21层2501号房屋签署的《万
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解除；我司与胡永宁就君临海第T4幢22层
2610号房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除；我司与张永生
就君临海第T6幢13层1602号房屋签署的《万宁市商品房买卖合
同》已解除；我司与龚红金就君临海第T7幢20层2308号房屋签署
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除；我司与朱浪就君临海第T12幢
1单元201号房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除；我司与
张傲亮就君临海第T16幢1单元201号房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
预售合同》已解除；我司与张傲霜就君临海第T16幢1单元202号房
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除；我司与葛珍云就君临海
第T16幢4单元201号房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
除；我司与王美莲就君临海第T16幢4单元202号房屋签署的《海南
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除；我司与宋祖源就君临海第T16幢5单元
202号房屋签署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解除。

特此公告。
公告人：海南耀星置业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1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F01-1、
F01-2、F01-5地块

地块面
积（亩）

119.427
（合 79618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商服
用地

出让
年限

40
年

建设
年限

2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2.0
建筑密度≤45%
绿地率≥35%（其中集中绿地应≥15%）

挂牌起始价
（元/平方米）

1072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1500

保证金
（万元）

5122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6〕7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
式出让位于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01-01、F01-02、

F01-05地块119.427亩商服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二、申请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
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
文件。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
加本次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
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竞
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
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
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4月20日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
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4月20日到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
4月20日下午17时(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4月20日下午
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
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上午8：30至2016年4月22日下午15：3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
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
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 联系人:郭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

cn http://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3月22日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330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3月30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

以上车辆及设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1-4号标的竞买保证金2万元/辆，5-7号标的竞买保证金5万元/辆，
8号标的竞买保证金3万元，以款到账为准。展示时间：2016年3月
28日至 2016年 3月 29日；展示地点：海口市琼苑路省住宅南区24
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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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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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车牌号
琼A86372
琼AE6623
琼AR6351
琼AJF781
琼ABS701
琼AOUD98
琼A9VV89

车辆类型
奥德赛HG7232轿车
帕萨特SVW7183LJ1轿车
江淮牌HFC6470AR38E3轻型客车
福克斯CAF7180A48轿车
梅赛德斯-奔驰牌FA6500小型客车
大众夏朗SHARN2.0TSI轿车
大众SVW6451LED客车

登记时间
2004/10
2006/10
2009/9
2012/8
2011/1
2013/1
2013/5

参考价(万元)
1.9
2.7
2.8
5.4
12.5
17.4
14.2
7旧办公设备一批

金都二期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及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金都二期”项目位于海甸西二路与人民大道交汇处西南侧，属《海口

海甸溪北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0402地块范围。项目拟建2栋地上3-
27层、地下1层的商业、住宅楼，送审方案建筑退北侧用地红线为12米，
未满足0.35H的退线要求，但与北侧相邻用地的艺术馆间距为19.57米且
错开布局。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核查，该项
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141.736平方米。根据《海南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现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16年3月22日至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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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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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22日

海湾花园（S2地块）项目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水产供销总公司开发的“海湾花园（S2地块）”项目用地位
于滨海大道北侧10号。经市图审中心审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可补偿建筑面积728.50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
应用管理办法》，现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6年3月22日至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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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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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陈孝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22日

中标公示
海口市美兰区公共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项目勘察（二次招标）

已于2016年03月21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 楼开标大厅
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确定：

武汉地质工程勘察院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6年3月22至2016年3月24日）3个

工作日内向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
65374307

招标代理：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招标人：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03月22日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依法拍卖：
位于海南博鳌山钦湾6号公寓楼112户房产，参考建筑面积约

从53.7-134.7平方米不等，参考价从24.81-70万元。
展样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拍卖时间：2016年4月7日上午

10时；拍卖地点：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公司地址：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长安东路169号；咨询电话：15304547833、13045439500；

注：拍卖标的面积仅供参考,以标的物现状为准，详细资料到我
公司索取。竞买人一经参加竞买，即视为同意拍卖标的的权属、现状
及瑕疵；欲参加竞买者请携带相关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
缴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截止到2016年4月6日
下午3时。

黑龙江中佳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通 知
各位校友：

海南省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决定：海南省华南理工

大学校友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于2016年3月26日（周六）

下午3点在海口市海秀中路海南省军区迎宾馆（海南侨

中西侧）隆重召开。敬请在琼各位校友按时参加，并相互

转告。谢谢！

联系人：周刘福（手机：13807570155）

海南省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

2016年3月21日

综合新华社哈瓦那3月20日电 美
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20日下午抵达哈
瓦那对古巴进行访问。奥巴马成为1928
年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

奥巴马乘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
号”于当天下午4时25分抵达哈瓦那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奥巴马的夫人
和两个女儿，以及部分民主党、共和党
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同机抵达。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前往机
场迎接。

罗德里格斯17日曾表示，奥巴马
访问古巴行程包括参观哈瓦那老城
区、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
正式会谈、出席两国经济界人士的会
议，以及在哈瓦那进行演讲等。他对
奥巴马的访问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
遭美国制裁和敌视超过半个多世纪的
古巴不会为了换取古美关系正常化而
改变大政方针，奥巴马不要期待古巴
在政治上让步。

奥巴马20日至22日的古巴之行
是美国在任总统88年来第一次访问古
巴。上一位到访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
是卡尔文·柯立芝，他曾于1928年前往
哈瓦那出席国际会议。

当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
办公室批准美国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进
入古巴从事商业活动。

本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政府放宽美
国人赴古巴旅游政策，允许以人文教育
为目的的美国人以个人身份赴古巴旅
行。这一消息令美国旅游业大呼振
奋。不过，旅行社抱怨古巴酒店行业接
待能力“有限”，高端旅游地产匮乏。

此前一天，美国喜达屋酒店及度假
村国际集团宣布，自己将成为近60年
来首个在古巴经营的美国酒店类企业。

奥巴马访问古巴
成为1928年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

➡ 3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抵
达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何塞·马蒂机场。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首尔3月21日电（记者王家辉）韩联
社21日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朝鲜当天
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5枚短程发射体。

报道说，朝鲜自当天15时19分（北京时间14
时19分）开始，从咸镜南道咸兴北部一带向朝鲜
半岛东部海域先后发射5枚短程发射体，发射体
飞行距离约200公里。

报道还说，分析人员推测朝鲜此次发射的可
能是300毫米口径的火箭弹。韩国军方正在对发
射体的类型进行分析，并密切追踪监视相关情况。

本月3日、10日、18日，朝鲜曾向朝鲜半岛东
部海域进行过发射活动。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2日一致通过第2270号
决议，针对朝鲜核、导计划规定一系列制裁措施，
重申支持重启六方会谈及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半岛
无核化。

韩媒称

朝发射5枚短程发射体

据新华社东京3月21日电（记者华义）一艘
英国籍专用运输船21日抵达日本茨城县东海村
港口，装载331千克核材料钚后定于当日驶往美
国。这是美日达成归还核材料协议后日本首次向
美国归还核材料。

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21日报道，保存在日本
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的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高浓
度钚共有331千克，相当于制造四五十枚核弹所
需的量。上世纪70年代，英美法三国以科研为目
的向日本提供了这些高浓度钚。

从2010年起，美方反复催促日方归还，但日
本一直以“对快中子临界装置研究不可或缺”为由
消极应对。2014年在荷兰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
峰会上，美国和日本最终就归还这些核材料达成
协议。此次归还331千克高浓度钚是美日双方首
次履行该协议。

不过，通过从核电站核废料中进行提取等方
式，日本依然囤积有约48吨低浓度钚，超出日本民
用核能的合理用量范围，受到国际社会极大关注。

日本向美归还
331千克核材料钚
相当于制造四五十枚核弹所需的量

中国游客在泰国又出事儿了。
近一段时间，中国游客在泰国拿盘

子铲虾、中国游客“吃霸王餐”、“中国游
客”在华欣海滩集体裸泳等等负面新
闻，在泰中网络上持续引发关注。

可是，为什么总是泰国？
中国游客在其他国家的不文明行

为也时有发生，但在泰国似乎总是频繁
被曝光。这固然与赴泰游的中国游客
整体数量庞大有关，然而分析人士认
为，还有更深层次原因。

首先在于，不少来泰国的中国游
客、特别是相当大数量的跟团游客都是
近几年才踏出国门，甚至是初次出国旅
游，缺乏基本的国际旅行常识。

这些刚踏出国门的中国游客恰恰
缺乏海外旅游经验。他们行前缺乏对
目的地风俗习惯的了解，行程中因不谙
泰语导致难以入乡随俗，所以在泰国的

“处女游”表现出种种不适应、甚至不文
明的土豪式奇葩行为。

其次，不能排除的另一个因素是，
部分泰国人热衷于把手机对准中国人
或貌似中国人的亚洲游客。他们喜欢
拍摄与疑似中国游客相关的照片、视频
并上传至网络，因为类似的影像资料

“肯定火”。
中国游客真实存在的一些不当行

为，以及一系列被泰国人断章取义的行
为，最后总被归结为“那些中国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类似事件被网络平台一
再传播，在泰国民间舆论场很容易造成
针对中国游客的固定观念。

第三个问题是，被一些泰国民众镜
头拍下的中国游客不雅视频，往往来自
跟团游游客。而目前存在于泰国业界的
零团费或低价团旅游，一定程度上给中
国游客抢吃抢购的不文明行为埋下导火
索。这些旅行社和地接社为了把钱再赚
回来，就会通过“自费项目”、降低用餐标
准等种种方式补齐差价，难免要让不少
跟团游客的旅行感受大打折扣。

多名业内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视
频中出现的铲虾行为比较夸张，不过对
于低价团而言，以下现象确实普遍存在：
一边是超负荷运转、菜品乏善可陈的团
餐餐厅，一边是饥肠辘辘排队良久、又被
导游催着赶场、限时用餐的游客。

第四个问题是监管缺失。统计数
据显示，2015年，高达790万人次的赴
泰中国游客，为泰国旅游业创造了748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然而，中泰旅游业
界把本应“奉若上帝”的中国游客，当成
了“待宰肥羊”。屡禁不止的零团费及
低价团等问题，只是中泰两国需要联手
斩断的不良链条上的一环。

这种情况下，一味苛责中国游客是
没有用的。泰国和中国旅游监管部门
急需有针对性地对旅游业界进行有效
监管。 （据新华社曼谷3月21日电）

“中国游客铲虾”折射
赴泰游四大问题

据新华社悉尼3月21日电（张博）世界知名
比萨连锁公司达美乐澳大利亚公司日前宣布，该
公司已经研制出全球首款送外卖的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由达美乐和悉尼一家科技公司
“马拉松机器人”合作研发，实质上是用来送餐的
四轮迷你无人驾驶汽车。它时速最高可达20公
里，配备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能计算出最佳路径；
内置激光传感系统，可避开障碍物。车上有可以
保温的食品箱，一次最多可放10张比萨。机器人
抵达目的地后，顾客需输入验证码方能取餐。

达美乐澳大利亚公司首席执行官唐·梅伊
表示，外卖员送餐效率不高，这款机器人很高
效，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而且机器人安装了
摄像头，可将沿途图像实时上传云端，防止有人
破坏机器人。

澳大利亚推出
全球首款送外卖机器人

近期，美国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
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一些西方
媒体和机构却罔顾事实，借机渲染和炒
作南海问题。围绕美军蓄意在南海制
造紧张局势的行为，一篇由外国专家撰
写的“炮轰”五角大楼的文章最近在网
上流传开来。

这篇题为《五角大楼关于南海的弥
天大谎》的文章明确写道，“在当前争论
的背后是五角大楼撒下的一个弥天大
谎，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即所谓中国
在南海的行为对商业航运构成威胁”。

新华社记者采访到文章作者——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研究员、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客座教授格
雷格·奥斯汀。

奥斯汀曾经是澳大利亚情报分析师，
之后以学者身份研究南海问题长达30年。

作为一名南海问题专家，奥斯汀认
为，“针对南海商业航运受到威胁的说
法，强调有关事实依据非常重要……我
不认为存在所谓的商业航运危险”，而
这也是他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事实上，如今在南海，每年10万多
艘各国船只安全自由通过南海海域，没
有任何障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曾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贸易国和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比任何人
都更重视航行自由问题。事实表明，南
海航行自由从来不存在问题。影响南
海航行自由的帽子怎么也扣不到中国
头上。

自相矛盾 罔顾事实

根据奥斯汀的观察和研究，就所谓
的“南海航运威胁”，甚至美国政府机构
之间也存在不同观点，自相矛盾。

他上周在美《外交官》杂志上发表文
章，指出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曾于2015年
评估称，中国渴望保护国际航运，“由于高
度依赖海洋商业活动，北京方面当前在保
证国际贸易安全方面拥有既定利益”。

奥斯汀表示，海军部情报局和国防
部之间说法相反，“有点莫名其妙”，而

“对于五角大楼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
需要其解释”。

他认为，五角大楼一直寻求增加预
算，而今年又恰逢大选年。“我认为，美
国当前立场存在有点太多的政治化、太
多的宣传鼓吹，却没有充分关注事实和
细节”，美国许多参与政策制定的人未
能熟知南海争端的历史或者中国战略
方针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近年来美国经
济低迷不振，美国对外用兵仍花钱如流
水，国防军工业快速增长，而要维持庞
大的国防开支，渲染和制造安全威胁必
不可少。

美国白宫今年2月初向国会提交
2017财年（始于2016年10月1日）联邦
政府预算报告，国防预算依然高达5827
亿美元，其中包括约590亿美元的海外
军事行动军费。

只盯中国 理应客观

奥斯汀在《五角大楼关于南海的弥
天大谎》一文中写到，五角大楼这一谎
言因为某些群体的做法进一步放大，

“有人痴迷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军事
部署的细微调整”。

奥斯汀注意到，连美国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
（AMTI）也的确存在对中国行为细节进
行过度分析的明显倾向。他说，AMTI
并没有像对中国那样，重视每天分析美
国在该地区投送军事力量的细节。
AMTI对美国在南海的空中和海上部署
活动的报道相对有限，但对中方活动的
关注却细致入微，“这根本没有丝毫平衡
可言”。

奥斯汀认为，对相关国家而言，不
让南海区域的军事紧张局势升级非常
重要。当前，各方都在把紧张局势维持
在较低水平，但同样重要的是，所有国
家都应以事实、客观且均衡的方式报道
各方的动作以及将会采取的行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
际研究院海洋安全项目顾问山姆·贝特
曼撰文表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被五角
大楼和美国海军着重描述为对美国利
益日益增长的一种威胁，但事实上，南
海局势不稳可为美国海军增加预算提
供借口，而且南海现在已经成为其主要
活动区域。 （新华社专特稿）

澳学者：五角大楼的南海大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