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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912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 9月27日上午10：00对以下标的按现状第二次公
开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位于
海南省东方市感城镇宝上村南侧79378.1m2土地使用权、地上11处房产
及其地上附着物。拍卖参考价：1521.424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特
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标的物尚未进行清场；（3）标的物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9月26日下午17:00时止。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6年9月26日下午17:00时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账户（以款到账为准）。户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
儋州中兴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 ，缴款用途注明：（2016）海
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
于拍卖日前到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
海景花园听涛居15A）或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18楼）办理竞买手续。拍卖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
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咨询电话：66558026 杨先
生；报名电话：66558023 徐女士；拍卖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898-68598868 周先生：13519892888；法院监督电话：0898-
23881762

各用人单位：
根据《残疾人就业条例》、《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办法》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
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规定，机关、
团体、企事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按不低于本
单位在职职工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
不到规定比例的，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现
就2016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工作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审核对象
2015年度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海口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
二、审核时间和地点：（一）审核时间：2016年9月30日前。（二）

审核地点：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海口市海甸一西路2号）
（三）联系电话：66220506 66226133

三、审核内容
（一）填写《海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和《海南省残

疾职工情况登记表》或《海口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和
《海口市残疾职工情况登记表》；（二）审核资料：1.残疾人职工持有
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或《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原件及复印件；2.残疾人职工领取工

资清单；3.残疾人职工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清单；4.用人
单位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5.用人单位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审核要求：（一）用人单位到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领取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或在海口市残联网站（http://
www.hkscl.org.cn/）下载文件、表格。（二）用人单位应确保所报送
审核资料真实、有效。未在规定时限申报审核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
就业。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审核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
就业人数，作为用人单位向地税部门申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依据。

五、相关说明：（一）残疾人职工，是指持有的第二代《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
人员。（二）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
内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且实际支
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
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监督电话：65375049
特此通告。

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6年9月12日

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2016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工作的通告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8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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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标的1、位于海
口市白龙北路 21号 5层 505 房（证号：HK028020 号，建筑面积：
57.18m2）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参考价：20.696万元，竞买保证金：5
万元；标的2、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15号天伦誉海湾A5楼2204
房（证号：海房字第HK407702号，建筑面积：100.65m2）及相应的土
地使用权，参考价：77.8146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
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9日上午10：00；2、
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和亿华天酒店（湖南大厦）三楼会议室；3、
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月28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6年9月27日17：00前到账为准；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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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1帐号：1009454890000627；标的2帐号：1009454890000628；
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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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23114 13036099114；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龙
昆北路龙珠大厦第4层B座；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招标代理：江西银信工程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万宁市万城镇保定洋基本农田建设项
目（一期）；施工招标分施工东标段、施工西标段，施工招标范围：施工
总承包；监理招标为1个监理标，监理招标范围：施工阶段监理、保修阶
段监理。1、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2、监理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
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或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总监理工程师
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或
具有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购买施工、监理招标
文件时间：2016年9月13日至9月20日。其他要求详见同时发布的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网》网络版，请各有意向的投标人上网查阅。联系人：崔先
生，电话：0898-62236111；联系人：方先生，电话：0898-68500361。

农业用地转让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16年9月28日10:30时在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

司大厅公开拍卖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南侧约195.8亩临路农业土
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集用（2012）第006905号,使用年限50
年。该宗地紧邻海口市五源河改造工程，目前拟修建一条景观道路，
预计明年完工，有升值空间。宗地已经向发改委备案休闲农庄项目，
拥有一定数目的建筑房屋配套指标，可作多种经营。后期多规合一
后，还可申请更多的建筑指标。参考价：418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
金：500万元/整体；也可分割拍卖，每块地块面积为 8—11亩，参考
价：21—25万元/亩。竞买保证金: 50万元/块。（详见清单）。

特别说明：以上标的按现状净价、先整体后分割的拍卖方式进行，
分割拍卖的地块成交后需额外交纳每亩1万元的配套设施费用。

标的展示时间：2016年9月12日—9月26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6日17:00时前将保证金缴至拍卖

公司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华海路海口经贸大厦办公楼第九层
联系电话：0898-66721736 13976600507
拍卖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层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120911496

海南省湖南商会换届公告
湘籍在琼各位工商界人士：

海南省湖南商会将于2016年9月19日于海口经济学
院（桂林洋高校区）举行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换届
大会），诚邀湘籍在琼热心湘商事业的工商界人士踊跃加入
商会，并于2012年9月15日之前报名办理入会手续以便统
一安排参会事宜。

联系人：周建成18976360599 李丽宏18189816555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9号湖南大厦和亿华天酒店六

楼603室
海南省湖南商会
2016年9月12日

作废声明
电子缴税付款凭证4319463，4319464，4319465，4319466，4319467，4319468，4319469，4319470，

4319510，4319535，4319536，4319537，4319538，4319539，4316540，4319541，4319542，4319543，
4319544，4319545，4319546，4319547，4319548，4319549，4319550，声明作废。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冰冷的枪口顶着我的头，歹徒焦
急地催促着‘MONEY（钱），MON-
EY’……”10多年前遭遇的一次入室
抢劫，是侨居南非的高先生长久以来
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

已在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生
活近20年的高先生回忆起当年的经
历仍心有余悸：“下班回到家门口，4
个持枪歹徒就围上来尾随我进到家
里，他们用枪顶着我孩子的头要求我
把保险柜里的钱交出来。”

“我真希望自己有一把枪可以保
护家人，但现在再想，如果我有枪的

话，当时的局面我就一定敢冒险反抗
吗？”高先生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挠了挠头说，“到底应不应该持枪
自卫，我觉得很困惑。”

南非的治安情况饱受外界诟病，
犯罪率长年高居不下，提防劫匪几乎
是在约翰内斯堡生活的第一节必修
课。“在南非生活多年的华侨华人基本
都被抢过，”高先生无奈地说。

作为可以合法持枪的国家，南非
合法持有枪证的人超过100万，人们
往往选择购买多支枪械。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南非每百人持枪
量为12.7支，枪械致死率仅略低于排
名第一的美国。

张先生2000年来到南非，曾在约

翰内斯堡市警察局预备役就职。作为
豪登省华人射击队资深队员，他有各
种枪械操作经验并多次参与当地警民
中心维护治安行动。他郑重地告诉记
者：“持枪自卫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能够熟练使用佩戴枪支，合
法自卫是没有问题的，但大部分人并不
具备这些素质，携带枪支甚至会给自己
带来更大的风险，”张先生解释说。

“战术层面，我们强调‘黄金三
秒’，两个持枪对峙的人，如果在最开
始的三秒内被对方占了上风，那你就
不要考虑反抗了，”张先生说，“另外还
取决于操作枪械者的技术熟练度，反
应速度及冷静的思考。”

实战和电影里的镜头截然不同。

缺乏训练的人完全可能由于枪械巨大
的后坐力，近距离也打不中目标，同时
还存在其他意外情况比如卡弹、掉弹
夹等，南非就曾发生过多起华人有枪
也被抢的案例。

“我们在给大家讲解怎样反击持
枪威胁的战术时最后都会强调，其实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交出你口袋里的几
百块钱，不要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安全
去冒险，”张先生说。

“我们欢迎更多的射击运动爱好
者，也会为大家介绍正当防卫案例并帮
助提高枪械操作熟练度，但是否应该持
枪自卫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需要考虑的严肃问题，”他补充道。

刚当选的约翰内斯堡市主管公共

安全的华人副市长孙耀亨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学
习过射击并且现在也有枪，枪械对于
我来说是一个工具，但这是一个有杀
伤力的工具，如果你不懂得如何熟练
操作，它反而会伤害自己。”

“我个人并不提倡暴力，暴力有时
候很难解决问题。我不鼓励在南非的
华人持枪自卫，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所
有的华人都携带枪支，”孙耀亨说。

“我们已经开始重点监控所有犯
罪分子，并着手进行警力分配，相信大
家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到约翰内斯堡
市的治安焕然一新，”孙耀亨信心满满
地告诉记者。 记者 赵熙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专电）

面对歹徒

南非华人是否需要持枪自卫？
记者调查

二战经典照片“胜利之吻”中女护
士格蕾塔·弗里德曼的家人证实，弗里
德曼本月8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去
世，享年92岁。

1945年8月15日（美国时间8月
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纽约人纷
纷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喜讯。在时报广场
上，一名年轻的水兵揽起身边一位素不
相识的护士大胆亲吻，表达心中的喜悦
（右图）。《生活》杂志摄影师艾森施塔
特正巧看到，将这个画面定格并刊登在
杂志上，从此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照片。

画面中的男女主角当时并不为人
所知，后来被多人“认领”。在这些人
中，相关书籍和著作最终确认，弗里德
曼和水兵乔治·门敦萨才是那真正的

“一对儿”。
乔舒亚说，母亲不时会回忆起那

一瞬间。当年，21岁的弗里德曼是一
名牙医助理。她身穿护士服走在时报
广场上，遇到了欣喜若狂的水兵。她
2005年接受采访时说：“这算不上一个
吻，而是人们在欢庆。它无关浪漫。”

门敦萨当时正和护士丽塔·皮特
里交往，她后来嫁给了门敦萨。门敦
萨说，皮特里也出现在当天拍摄的其
他照片中，但不在这张照片中。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二战经典照片“胜利之吻”女主角

92岁护士弗里德曼逝世
召回事件愈演愈烈

三星Note 7手机遭多国“封杀”
三星盖乐世Note 7手机召回事件愈演愈烈。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9日发布警

告，敦促消费者停止使用Note 7手机。
10日，韩国三星电子公司针对韩国消费者发布类似声明。此外，多国交通部门和多家

航空公司也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这款手机。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说，由
于接到多起涉及Note 7手机电池起
火的报告，且起火都发生在充电或正
常使用期间，因此委员会正着手召回
这款手机。在此期间，消费者应“关
机、停止为其充电或停止使用”。

路透社报道，三星电子公司正与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合作，尽快
召回Note 7手机，并加速出货，为美

国消费者提供可置换的手机。
三星公司9日说，美国Note 7手

机用户可任选几款三星手机中的一
款进行置换，还可收到一张价值25美
元（约合167元人民币）的礼品卡。

三星公司10日在其官方网站上
发布声明说，韩国消费者应停止使用

Note 7手机，前往三星维修中心进
行手机召回。公司还打算自本月19
日起在韩国供应更换新电池的
Note 7手机。

三星公司本月初宣布停售这款
手机。不过，一些消费者权益保护组
织几天前指责三星公司“耍滑头”、并
未发布正式召回通知，以至于不少商
店仍在售卖这款问题产品。

停用声明

Note 7手机的安全隐患也引发
一些国家交通部门和航空公司的担
忧，要求飞行期间禁用这款手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8日发出警告，“强
烈建议”乘客在登机后不要启动Note 7
手机或为其充电，也不要把它放在托运
行李内。美联社报道称，联邦航空局
先前极少就某一具体产品发布警告。

日本国土交通省9日发布类似
警告，要求国内各航空公司不要让乘

客在飞机上使用Note 7手机。
韩联社报道，韩国交通部10日

发表声明，要求Note 7手机用户在
乘坐飞机时全程关机、不给手机充
电，且手机不能放在托运行李内。

韩国交通部8日曾表示不打算
对这款手机下达飞行“禁令”，但仅仅
两天之后便“变了卦”。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交通部官员说：“由于一些
国家对三星盖乐世Note 7手机在飞
行期间下达类似禁令，因此（韩国）政
府决定跟从，原因是使用这款手机可
能引发其他乘客不必要的担心。”

10日，新加坡航空公司、澳大利
亚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
司、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也纷纷
加入这一行列，为Note 7手机下达
飞行禁令。

飞行禁令

三星公司本月2日宣布，因电池
缺陷问题，停售Note 7手机；允许已
经购买到这款手机的消费者两周后
置换新手机；并且召回美国、韩国、澳
大利亚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250
万部Note 7手机。

路透社分析，美国政府采取的措
施可能对三星造成负面影响，使其蒙
受经济损失，一些担心Note 7手机
质量的潜在买家也可能会望而却

步。可以说，这次召回给三星带来的
损失可谓空前。

“召回所需的费用无法估量，”美
国产品责任专家贾汉·拉斯蒂说，“他
们需要赔偿用户、解决问题并努力改
变人们对其产品生产和设计缺陷的
（负面）看法。这次事件持续的时间越
长，人们对它的负面印象就会越深。”

美国技术分析咨询公司研究主
管鲍勃·奥唐奈说，这是“三星面临的
一桩巨大丑闻”。

在计算召回所需的开支后，一些分
析师认为，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损失近50
亿美元（约合334亿元人民币）收入。

由于在中国大陆销售的Note 7
手机电池由另一家电池供应商生产，因
此暂时不存在安全问题，也未予召回。

郑思远（新华社专特稿）

损失空前

9月10日，烟花在法国巴黎东部的圣克卢
国家公园上空绽放。

当晚，第八届圣克卢大型烟花表演在这里
举行。 新华社/法新

法国圣克卢举行大型烟花表演

这是一条听起来像是假新闻的新
闻：美国密苏里州一名七旬老人不惜
抢银行蹲大牢，只是因为受不了妻子，
要同她分居。

美联社日前报道，现年70岁的堪
萨斯城居民劳伦斯·约翰·里普尔在家
同妻子雷梅迪奥斯掐架后扬言：“宁可
坐牢也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于是，他
真的实施了“坐牢计划”。当地媒体
说，里普尔2日走进堪萨斯城一家银
行，递给出纳员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有枪，给我钱。”拿到3000美元现

金后，里普尔没有逃跑，而是坐到了银
行大堂一张椅子上。看到银行保安小
心翼翼地靠近，他说，“我就是你们要
找的人”，继续坐等警察赶来逮捕他。
2日下午，里普尔出庭接受传讯，被指
控武装抢劫罪。接受警方讯问时，里
普尔坦承，他再也无法忍受同妻子一
起生活。法新社评述，如今，里普尔如
愿以偿进了监狱。“新家”环境不赖，不
仅“室友”和气，饮食有保障，还能享受
到数百万美国老年人负担不起的医疗
保险。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只为同老伴“分居”

美国一老头抢银行坐牢

各国的王子和国王中，哪位拥有超高人
气？英国曼彻斯特“皇冠诊所”针对1000名女
性的调查显示，媒体曝光率超高的英国威廉王
子在一众“美眉”心中的地位不过尓尔，只位列
排行榜第九位，倒是他31岁的弟弟哈里王子拔
得头筹。

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喜欢哈里王子不仅因
为他外形潇洒，更是因为他为人风趣幽默。位
列第二的是37岁的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他
已成婚并有个可爱的儿子。排在第三的是摩纳
哥王子安德烈·卡西拉吉，他是传奇王妃格蕾
丝·凯莉的外孙，继承了外婆的优良基因，自幼
就牢牢吸引了一批“阿姨粉”。

其他登上排行榜的王室成员还包括阿联酋
迪拜王储哈姆丹·本·穆罕默德·阿尔马克图姆、
卢森堡王子弗利克斯、列支敦士登王子文策斯
劳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比利时王子阿梅
代奥以及英国王子彼得·菲利普斯。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王室男成员
谁的人气高？

9月 10日，在新西兰南岛的克赖斯特彻
奇，获奖选手牵着羊驼走出比赛场地。

当日，克赖斯特彻奇坎特伯雷农业公园内
举行一年一度的羊驼展览和比赛，来自南岛各
地的羊驼随主人前来“竞技”。比赛根据羊驼的
性别、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组别，由经验丰富的裁
判评分来“一决高下”，评分依据包括羊驼外形、
步伐、毛质等。 新华社记者 宿亮 摄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举行秀羊驼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