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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中环建筑(福建)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
本 ， 注 册 登 记 号 ( 分)
460100000723496号，声明作废。
▲海南英华咨询有限公司海南分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460100000404128；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编号：05105529－8，
声明作废。
▲海口美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一
枚公章损坏，特声明作废。
▲符孔恋不慎遗失海南医学院颁
发的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118105201505000828，特
此声明。
▲海口美兰海灵轮胎经销部因即
将起用新公章，故原公章作废。特
此声明。

公告
李春桦女士：因我所长期无法与你
取得联系，且你未按时参加律师年
审，无法履行合伙人义务，经合伙
人会议决议，决定对你的合伙人资
格进行除名，退还你的出资款。现
根据《合伙人协议》第三十五条规
定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五
日，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后五日内
未提出异议，除名决定生效，我所
将依法办理除名手续。特此通
知。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
2016年11月18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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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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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南诚信四方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证 号 ： 琼 地 税 儋 州 字
460003348077092 号 ，声 明 作
废！

▲许智盛与朱正珠夫妇于2013年3
月25日在儋州市那大镇卫生院出
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证
号M460008346，现声明作废。
▲海南诚信四方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副本各一本，代码：34807709-2，
声明作废！
▲海南诚信四方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
一 本 ， 注 册 号 ：
469003000052769，声明作废！
▲海口尚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发票系统税控盘一个，税控盘
码499914681186，声明作废！
▲中城汇日月湾（海南）冲浪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
废。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旺铺招租
明珠广场二楼扶手电梯口，人流密
集，位置极佳，正在经营中。电话：
13876899866

市中心商住用地转让
55万／亩 100亩，18808965506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乘龙牌中型自缷货车琼D62298
（5T）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
本 ， 证 号 ：
460007196708254979I1，声明作
废！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01期）

受文昌市森林公安局委托，定于2016年 12月 1日10:30在我

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扣押的苦楝树圆木出材量为292立方米（折合
219.38吨），苦楝树半成品出材量为50立方米（折合39.62吨）。参
考价：10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说明：标的物以现状、净价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30日16: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1月30日16：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

联系电话：0898-68538825 68538965 18976947136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02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6年 12月 2日11:3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橡胶场南木山859亩橡胶树（约28665
株），已办理林权证，证号为：白府林证字（2008）第012099号。参考价：
人民币232.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说明：1、标的以现状、净价
拍卖；2、竞买人仅限于有橡胶木材加工经营资质的个体经营户或公司；
3、委托方采伐更新的地块全部属于重点公益林地，竞买人必须按公益林
办理相关手续，确保采伐手续顺利进行，采伐时间以与政府部门签订《合
同》的约定时间为准；4、买受人自行办理采伐手续、承担采伐、运输销售
过程中所有相关费用及税金。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30
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1月30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宝恒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联系电
话：0898-68538825 18976947136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票务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招标于

2016年11月18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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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宝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苏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顶峰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6年11月21日至2016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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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6533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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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排螺旋CT等一批医疗设备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11HN0149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双排螺旋CT等一批医疗
设备。挂牌价格为人民币545705.00元。公告期：2016年
11月21日至2016年12月5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www.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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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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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558007（林先生）、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11月21日

韩国检方20日以涉嫌向大企业
施压索捐巨额资金为由起诉总统朴槿
惠亲信“干政”事件关键人物崔顺实。
检方在起诉书中说，朴槿惠涉嫌与包
括崔顺实在内的3名“身边人”共谋，
在崔顺实索捐和获得政府机密文件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韩联社解读，检方这一结论相当
于视朴槿惠为“犯罪嫌疑人”。

崔顺实等3人被起诉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当天公
布对崔顺实等3人的初步调查结果，宣
布以滥用权力、欺诈、胁迫等罪名起诉
崔顺实、前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秘书
安钟范和朴槿惠前附属秘书郑虎成。

根据检方调查，崔顺实被指成立
两家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并利用与
朴槿惠的关系促使多家大企业“慷慨
解囊”。安钟范则被怀疑滥用职权，逼
迫上述大企业捐款。

检方同时指出，安钟范还被怀疑帮
助崔顺实的密友逼迫韩国浦项制铁公
司，要求后者“割让”旗下的一家广告公
司。郑虎成则被指控充当朴槿惠和崔
顺实传递文件的“中间人”，把青瓦台和
政府各部门一些机密资料交给崔顺实。

现任总统享有豁免权
无法起诉朴槿惠

检方在起诉书中说，依据目前掌
握的证据，朴槿惠在崔顺实等3人所
涉诸多罪名指控中“扮演了重要的共
谋角色”，但由于韩国宪法第八十四条
规定现任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因此
无法起诉朴槿惠。

按韩联社的说法，朴槿惠不仅可
能被查出其他“不当行为”，还可能在
卸任后立即遭到起诉。

针对检方就朴槿惠在亲信“干政”事
件中所扮演角色及参与程度给出的结
论，一名没有公开姓名的总统府官员说，
检方这一调查结果“令人非常遗憾”。

在野党再次要求朴槿惠下台

同一天，韩国在野党再次施压朴
槿惠要求她下台，称检方结论提供了

“弹劾总统所需的法律条件”。
“朴总统现在是一名嫌疑人，这为

发起弹劾动议创造了法律条件，”第一大
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尹宽锡（音译）
说，“她应当顺应民众要求主动辞职，而
不是作出最糟糕的选择、把国家拖入更
大的危机中。”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检方20日对“亲信干政”事
件核心人物崔顺实以及总统朴槿惠
核心幕僚安钟范和郑虎成一并提起
诉讼，并在起诉书中明确指出朴槿
惠是共谋作案的嫌疑人，引发舆论
一片哗然。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受限于宪
法，检方目前无法对在任总统进行起
诉，但作为总统，朴槿惠沦为嫌疑人，
其领导的政府的威信显然严重受挫。

面对咄咄逼人的检方、汹涌如
潮的民意以及步步紧逼的在野党，
朴槿惠一周来频频主动出击，但她
要想重新掌控政局，面临重重困难。

朴槿惠开展反击

本周，面对“亲信干政”事件持
续发酵，朴槿惠频频出击，一改之前
的深居简出和谨言慎行，释放出不

愿下台的强烈信号。
朴槿惠16日指示法务部，彻查

釜山海云台地标项目开发商涉贿
案，此举被韩国媒体批评为试图转
移视线。韩国检方本周初曾发出

“最后通牒”，要求朴槿惠最晚在18
日前接受调查，但朴槿惠将调查时
间一拖再拖。分析人士称，朴槿惠
是希望将调查拖至检方起诉崔顺实
等人之后，以便根据到时公布的起
诉书，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对策。

分析人士认为，朴槿惠之所以由
守转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在野
党并未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盖洛
普韩国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第一大在
野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已经连续三
周停留在31％，并未出现明显上升。

掌控局势困难重重

目前，韩国国内反对朴槿惠的
呼声高涨。盖洛普韩国最新民调结
果显示，朴槿惠的支持率已经连续

三周停留在5％，高达90％的人对其
执政表示不满。

19 日晚，首尔再次出现要求朴
槿惠下台的大规模集会。据组织者
称，当天集会有约60万人参加。除
首尔外，大邱、光州、大田和济州等
60多个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集会。

与此同时，“亲信干政”事件持
续发酵。韩国检方20日起诉朴槿惠

“身边人”并直指她涉嫌共谋作案，
这是对朴槿惠形象的沉重打击，令
她重拾国政的计划遭遇严峻挑战。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提名内阁
成员以及推进各项法案需要国会批
准，在韩国目前朝小野大的局面下，
朴槿惠政府将举步维艰。即便她坚
持不下台，也很难摆脱困境。

前景扑朔迷离

未来韩国政局的走向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一方面，朴槿惠明确表
达了不会主动下台的态度；另一方

面，随着国会通过与“亲信干政”事
件相关的特别检察法案和国政调查
计划，加之检方在起诉材料中明确
将朴槿惠列为嫌疑人，未来通过启
动弹劾程序迫使朴槿惠下台的可能
性正在增加。

然而，对于在野党而言，推进对
总统的弹劾程序并非易事。目前韩
国国会共计300个议席中，在野党及
无党派议员有171席，要达到弹劾案
所需的至少三分之二票数，至少还
要获得29名执政党议员的支持。而
且，弹劾案即使经国会审议通过，最
后还需要得到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
认可，弹劾决议才能正式生效，审判
过程最长可达180天。

韩国媒体分析说，认可弹劾决
议，需要宪法法院9名法官中至少6
人同意，但这9名法官多为执政党新
国家党认可之人，让他们同意总统
弹劾案难度很大。

观察人士认为，目前韩国政坛
形势纷繁复杂，在野党和执政党都
没有明确对策，随着未来调查的深
入，可能有更多内幕被逐一揭开。
即使在野党最终推动了对朴槿惠的
弹劾程序，这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韩国政局的混乱恐将长期持
续。 记者 姚琪琳

（据新华社首尔11月20日电）

检方直指朴槿惠

韩国政局何去何从？

总统亲信干政风波持续发酵

韩检方称朴槿惠“共谋作案”

国际观察

11月19日，在韩国首尔光化门广场，韩国民众高举“朴槿惠下台”的标语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

印度北方邦警方20日证实，一列高速列车
当天凌晨行驶至布克拉扬地区时脱轨，目前已
造成103人死亡，另有约150人受伤。

这列列车从印度东北部城市巴特那驶往中
部城市印多尔。20日凌晨3时左右，包括硬座
和卧铺车厢在内的14节车厢脱轨。

出事列车上的一名中年男子告诉德新社记
者：“列车突然大幅度摇晃，随后停下来，我们被
惊醒，逃了出来。”

北方邦警方官员达尔吉特·乔杜里说：“不
幸的是，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他说，救援人员在使用气割器时非常小心，
“因为还有人受困”在脱轨车厢内，死伤人数可
能进一步增加。

事发后，大约20辆救护车紧急赶往现场，
将伤员送往附近主要城市坎普尔。

电视画面显示，列车脱轨后，大批旅客提着
行李跨过铁路边的田地，赶往附近一条公路，那
里有大巴车可以送他们去最近的村镇。

印度铁道部长苏雷什·普拉布承诺，将立即
着手调查脱轨原因，并将启用“尽可能严厉的措
施”惩罚责任人。

《印度斯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列车脱轨可能是铁轨出现裂纹所导致。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印度列车脱轨
已造成103人死亡150人受伤

11月20日，救援人员在印度北方邦布克
拉扬地区的火车脱轨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仰光11月20日电 缅甸政府20日
发布通告说，缅甸掸邦木姐地区和木姐105码
贸易区附近的军、警哨所当天遭到少数民族地
方武装（民地武）攻击，造成当地百姓 1死 6
伤。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当地官员透露，他确
认死伤者中包括军人、警察、当地居民及游客
等。今年以来，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
曾与政府军多次交火，近来冲突有加剧趋势。

缅甸民地武与政府军交火
1死6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