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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10月21日15时在湖南省公共资源

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岳阳分中心）依法按现状采取网络竞价方式公
开拍卖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文明北路西侧仁里桥地段6709.4m2商
住用地及地上438.04m2建筑物。评估价/起拍价1728.86万元，保
证金300万元。标的咨询、展示、报名及保证金（以到账为准）缴纳
截止2016年10月20日12时，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湖南省公共
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账号:4300 1785 0610 5252 7637）并
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岳阳分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
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监督电话：省高院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0730-3736568工商电话0730-8215160。 详询拍卖公
司电话：15307310021陈女士。 拍卖地址：岳阳市巴陵东路东方实
业大厦八楼。 详见www.rmfysszc.gov.cn、www.hprac.net

湖南天径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9月 21日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0月10日下午3:00在我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

1、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东路南侧北门洋地段宝安椰林湾26号楼
202房（房产权证号为: 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1503554号）：建筑面
积为79.02㎡,参考价：42.71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2、琼AVY707号牌的丰田牌小轿车和琼A36162号牌的福田牌
中型仓栅式货车。参考价分别是：6.3312万元、5.0027万元。 竞买保
证金均为：2万元。

3、被执行人胡武雄名下所有的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规划
建设局大院宿舍一幢二层双拼宿舍楼东侧房地产（房产证号为万宁
市房权证万城字第100742号）：建筑面积为190.48m2,参考价：65.8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4、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万宁市北大镇军田村委会通往金江村公
路东、西侧两片槟榔园的槟榔树：共3811株，参考价：63.1673万元，
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瑕疵说明：3号标的土地为房改房划拨用地，转让需向政府补交土
地出让金。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0月8日11: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0月8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帐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
名称、1号标的注明（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9号竞买保证金，2号
标的注明（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60号竞买保证金，3号标的注明
（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61号竞买保证金，4号标的注明（2016）海
南一中法拍字第62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联系电话：68559156 13322095777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6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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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 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地下负 8.000夹层
B2-161号、B2-162号、B2-163号、B2-165号的四间车库（证号：
HK352931号、HK352932号、HK352933号、HK352929号），参考价
90万元，保证金 20万元；(2)位于海口市海盛路北侧紫园A区7栋A-
1001房产（预售许可证号：20070137号，建筑面积：148.34m2），参考
价133万元，保证金3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10月12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
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本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
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11日17:00止，逾期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16年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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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1009454890000563；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657；6、缴款用途
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63、97号竞买保证金（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
税 、费 由 买 受 人 承 担 。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8539322
1500898385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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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园林路“雅居乐”一至七层的房产（建筑面

积：2117.78平方米），拍卖参考价387.5643万元，保证金80万元。现

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10 月11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海秀东路19号首力大厦502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2016年10月10日17:00止，逾

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 10月 8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

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67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9号（如代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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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买受人承担。

主拍机构电话：0898-66785809 13637632488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公告
（2013）秀执字第5号

申请执行人谢玉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被执
行人李振学、邓斐杏、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本院依法对李振学所有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滨涯湖开发区水云
天三期第2幢3单元801房的房产（证号：HK356806）进行拍卖。经
三次拍卖后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按
照第三次拍卖保留价73.3万元进行变卖，如有意向者，请在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告知本院。

联系人 聂晓桥 68617522 18689898458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九月五日

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 1610 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0月10日上午10:30在我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天安乡承包107亩土地（其中抱由村
承包90亩、封芭村承包17亩）上种植的桉树。参考价44.9136万元，竞
买保证金：10万元。瑕疵说明：无瑕疵。情况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拍
卖。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9月30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2016年9月30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
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帐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1、（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
017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
口市龙昆北路 36号海外大厦三层；联系电话：0898-66747557、
13907628809 委托方监督电话：23882950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山海天酒店三期动态投影采购及安装项目施工招标
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詹秀珍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州华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蔡海泉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世玮
开标时间：2016年9月20日10：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

处（联 系 人：张小姐，电话：18976286803）进行质疑。
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会议演播显示系统视频拼接屏工程（含设

计、施工）向社会公开招标，工程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

质要求：具备相应的营业范围、智能化设计与施工二级资质

及相关经验。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6年9

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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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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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顺发新村A2-3-2栋 102房(证号:HK118770
号，建筑面积:115.83m2)参考价：58.54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A2-3-2栋402房(证号:HK118764号，建筑面积:126.99m2)参考价：
73.17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A2-3-2栋502房(证号:HK118774
号，建筑面积:121.54m2)参考价：70.64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位于
海口市金濂路1号锦绣京江小区7区19栋房产(证号:HK044189号，
建筑面积:317.42m2)参考价：456.83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
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0月12日10:
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5层北；3、标的展示及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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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 月9日17:00
前，以款到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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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账号：
10094548900004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
12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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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5002、685858005；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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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龙华路 23-2号大骅商厦西侧 313、314、315、316、
317、318、319、320、321、322、323号房共11套（证号分别为：海房字
HK137207、137214、137216、137218、137220、137222、137224、
137226、137228、137230、137231号），参考价为163.20万元/整体，
保证金40万元；位于海口市群上路88号美舍名家4-110号商铺（证号：
海房字HK163357号），参考价为78.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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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0：00；2、拍
卖地点：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12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10月10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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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账号：1009454890000656；6、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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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31951、13876755188（谭先生）；法院拍卖监督电话：
0898-66700691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检测的需要，将于2016年9月23

日晚上23:00-9月24日早上6:00对苍英村1号桥、苍英村2号
桥、新桥路桥、红棉桥；9月24日晚上23:00-9月25日早上6:00
对东风桥、咖啡厂新桥、府那通道桥；9月25日晚上23:00-9月
26日早上6:00对灵山镇桥、海瑞立交桥、凤翔桥；9月26日晚上
23:00-9月27日早上6:00对龙昆南美舍河桥、五源河桥；9月27
日晚上23:00-9月28日早上6:00对龙昆北路桥；9月28日晚上
23:00-9月29日早上6:00对美舍河三桥共14座桥梁进行检测
试验，届时将对以上桥梁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
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9月19日

邱少云烈士之弟诉孙杰、加多宝公司案一审宣判

二被告须连续五日
刊登赔礼道歉公告
连带赔偿原告邱少华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罗沙 熊
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日对邱少云烈士之
弟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一
般人格权纠纷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二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
原告邱少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公告须连续刊
登五日；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邱少华精神损害抚
慰金1元，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

据了解，2015年6月30日，邱少华向大兴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
民币1元。大兴法院于2016年7月15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22日，孙杰在
新浪微博通过用户名为“作业本”的账号发文
称：“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
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
的烤肉较好。”加多宝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
以该公司新浪微博账号“加多宝活动”发博文
称：“多谢＠作业本，恭喜你与烧烤齐名。作为
凉茶，我们力挺你成为烧烤摊CEO，开店十万
罐，说到做到＾＿＾＃多谢行动＃”，并配了一
张与文字内容一致的图片。

法院认为，邱少云烈士生前在战斗中表现
出的舍生取义、爱国为民的精神，在当代中国社
会有着广泛的道德认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同时也是邱少云享有崇高名誉和荣誉
的基础。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荣誉
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荣
誉等民事权益。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
到侵害的，相关当事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
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孙杰发表的言论是对邱少云烈
士的人格贬损和侮辱，属于故意的侵权行为，且
该言论通过公众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已经造成
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
历史感情，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也给邱少云烈
士的亲属带来了精神伤害。被告加多宝公司的
言论及互动在网络平台上迅速传播，遭到了广
大网友的谴责，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再次给邱
少云烈士的家属造成了精神损害。此外，加多
宝公司作为国内知名饮料厂商，具有一定的社
会影响力，在其为庆祝“销量夺金”精心策划的

“多谢活动”中未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存
在主观上的过错，应当对其言论产生的负面影
响和侵权事实，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明星航班信息被公然倒卖

买傅园慧证件号加送胡歌证件号

孙杨、傅园慧身份证号40元一个，300元“我知道的明星手机号、
证件号，打包带走”。从普通旅客莫名收到“航班取消、改签”的短信，
到明星航班信息屡被泄露，究竟谁是明星“身份证＋航班信息”泄露背
后的黑手？

“张继科在参加某节目飞北京
的时候，飞机上所有头等舱和商务
舱的票全部被私生饭（疯狂粉丝）
买光了，他们没有办法最后和工作
人员换成了经济舱，挤在里面十分
难受。”认证为“娱乐评论人”的网
民“长腿胡乓”的一条微博，转发2
万余次，让倒卖明星航班信息的产
业链浮出水面。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明星航
班信息倒卖在微博上可谓司空见
惯，随意搜索都能找到数十个倒卖
账号，大部分都是以“明星航班＋
后缀”的形式存在。

“私信我，‘想知道xx，x月x日x
飞x航班’国内、国外航班，支付后立
马回复；也可以自己买证件号码查
询，买号码送查询方法。长期招代
理，价格好商量！”这是其中一位微博
卖家的广告信息。询问后发现，这些
明星的航班报价也并不相同。

例如，孙杨的身份证号，有商
家报价70元，有些只需要40元；
手机号和微信号一般比较贵，价格
在70－150元之间不等；单条航班
信息普遍行情是15－30元。

但具体的价格，根据明星名气
大小、受欢迎程度也会有所区别。

一位卖家说，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奥
运红星了，买傅园慧证件号可以加
送胡歌证件号；如果再加50元，还
能把TFBOYS里的王俊凯证件号
打包送出。

这些卖家也在微博上长期招
收代理，代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
是以较高的价格例如300元，打包
拿走所有明星的相关信息，包括身
份证号、护照号、手机号等；还有一
种则是成为其下家也就是二级代
理，自己出去宣传，“我用最低的价
格卖给你，你卖出去多少钱就看你
自己了。”一位微博主说。

“黑屏”，即“民航旅客订座系
统”（Eterm系统），是中国民航信
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信”）开发的订票系统。由于
操作界面是黑色背景、绿色和黄色
字体，因此被称为“黑屏系统”。

“代理商都可以用‘黑屏’查。”在
一位信息倒卖卖家的指引下，记者在
淘宝上找到了一家卖“黑屏”的卖
家。该卖家说，一个月300元就可以
获得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输入身份
证号就能查到航班信息，包括航班、
座位、乘客身份情况。而当记者表示
这种买卖是否违规时，他表示：“我自
己是航空公司的代理商，到时候就说

我把账号给自己的员工使用就行了，
这有什么好怕的？”

专家认为，机票销售渠道中，
包括航空公司和机票代理商都是
容易出现信息泄露的环节。合法
的代理商有多个层级，包括一级代
理、二级代理、三级代理，层层转
手。用一句民航业内人士的话说：

“但凡里面有一个图谋不轨的也会
造成信息泄露。”

一位民航业内人士直言，航班
信息泄露的途径太多了，航空公
司、保险公司、机票代理商、中航信
……只要能够接触到航班信息的
机构都有可能泄露。其中，中航信

作为面向航空公司、机场、机票销
售代理等机构，提供航空客运业
务、航空旅游电子分销、机场旅客
处理等业务的信息平台，信息泄露
的风险最大。

“中航信的适用范围大，所有
代理机构要订票都要使用中航
信。而且它是航班信息总后台，数
据量大，一旦被窃取往往是航班信
息大面积泄露。”业内人士表示，此
前网络上发布的一份于2015年12
月判决的中航信员工利用系统账
号非法获取和出售山东航空公司
旅客信息案判决书，就将航班信息
泄露的源头指向中航信。

购买机票以及保险需要登记具体
的个人信息原本是为了安全和法律上
的考虑，出现信息泄露反而给旅客带来
安全和财产风险。航班信息泄露之所
以屡禁不绝，是因为掌握航班信息的环
节多、人员杂，泄露航班信息的行为难
以查实，有效的防范措施较少。

依靠事后补救和提高旅客的防骗意
识是必要的，但民航管理部门更需加强
的是事前预防和源头治理。中国政法大
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
认为，造成航班信息泄露的途径主要有
三种，一是工作人员的恶意出售航班信
息；二是售票系统安全意识差，通过转链
接等形式泄露信息；三是系统被侵入。

“凡是可以接触到旅客信息的机构都
有可能泄露，但是最大可能还是后台泄
露，因为代理商、航空公司都有局限性，而
后台是可以全面掌握旅客信息的。内部
员工泄露、黑客攻击的可能性都很大，中
航信需要加强对信息安全的管理。”中国
飞行员协会副秘书长孙慧说。

业内人士认为，不论航空公司、代

理商还是中航信出现航班信息被泄露
的情况都应当针对内部员工和管理部
门加强整改工作，减少问题出现的频
率、概率和范围，在民航局的管理和监
管下，做好事前预防和事后追责，司法
机关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应更为严厉。

从此前案例的判决结果看，针对航班
信息泄露行为的处罚通常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以下，并进行缓刑处理。利用系统账
号非法获取和出售山东航空公司旅客信
息的中航信员工，以提供专门用于侵入计
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8万元。

张起淮认为，针对机票代理商的审
批和管理也需要更为严格。当前，中国
民航局把机票代理商的批准权交给了
中航协，由行业协会来完成行政许可职
能是历史形成的，但对机票代理商的管
理需要加强，一方面需要抬高机票代理
门槛，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包括对航
班信息泄露行为的管控。

记者贾远琨 周琳
（据新华社上海9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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