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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第三次拍卖）
海口海事法院将于2016年12月5日10时至2016年12月6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口海事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户名：海口海事法院，网址：https://sf.taobao.com/0898/05?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723.Dp8RY4），现公告如下：一、拍卖
标的：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西侧6000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
权。土地使用权证号：金江国用（2012）第4807号，地号：109010003，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办证日期为2012年
7月18日，终止日期为2081年7月12日。（四至情况：东至空地，西至金
江至打拉公路，南至四海云天公司，北至空地）特别提示：海南中城建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该块土地为空地尚未平
整。（拍卖标的物详细情况详见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起拍价：4928万元，
保证金：400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或1万元的整数倍。二、拍卖方式：设
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不到保留价不成交。三、本次拍卖活动设置
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2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将
自动延迟5分钟。四、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6年11月18
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节假日休息）工作时间接受咨询，有意者请
自行前往看样或与本院承办法官联系统一安排看样。五、特别提醒：标
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
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六、竞
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参加竞买。如
参与竞买人未开设淘宝账户，可委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海口海事法院办理委托手续；竞买成
功后，竞买人（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海
口海事法院办理交接手续。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
人的个人行为。委托手续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向本院提交合法有
效的证明，资格经法院确认后方能进行委托。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
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七、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
2016年11月30日前与本院联系。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
2016年11月30日前向本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资格经法院确认后才

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八、
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
人）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九、竞
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400万元以上）支付拍卖保
证金。竞买人在对拍卖标的物第一次确认出价竞拍前，按淘宝系统提示
报名缴纳保证金400万元，系统会自动冻结该笔款项。拍卖成交的，本标
的物竞得者（以下称买受人）冻结的保证金将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其
他竞买人的保证金在拍卖后即时解冻。拍卖未成交的（即流拍的），竞买
人的保证金在拍卖活动结束后即时解冻，保证金冻结期间不计利息。拍
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在竞价成功后七日内将拍卖成交价余款（扣除保证金
后的余款）通过银行汇款方式缴入法院指定账户(户名：海口海事法院，开
户银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账号：1010-8542-
5588-8888)，缴款用途中注明缴款人、“拍卖余款、（2016）琼72执201号
网拍”等信息，并经电话通知到海口海事法院（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大道74号）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办理拍卖标的物交付手续。十、标的
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及其可能存在的
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卖双方按相关法律规定各自负担。能否办理过
户手续及办理过户手续的时间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
询确认，标的物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过户手续及办
理二次过户造成的费用增加的后果自负，拍卖人不作过户的任何承诺，不
承担过户涉及的一切费用。涉及违法、违章部分，由买受人自行接受行政
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行政法规的处理。十一、司法拍卖因标的物本身价值，
其起拍价、保证金、竞拍成交价格相对较高。竞买人参与竞拍，支付保证
金及余款可能会碰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的情况，请竞买人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网上充值银行。各大银行充值和支付的限额情况可上网查询，网址：
http://www.taobao.con/market/paimai/sf- helpcenter.php?path=sf-
hc-right-content5#q1。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
布的拍卖须知。法院监督电话：0898-66253909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大道74号八菱大厦十楼。本规则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
人咨询。法院标的咨询电话：0898-66160110法院网拍咨询电话：
0898-66259142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海口海事法院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标公示
海口市粤海片区新海中路、长椰路市政工程监理项目

招标于2016年11月18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

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及推荐，现将中

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贵州三维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者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电话：68630553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10HN0135-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万宁市新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商
住小区用地及地上一期在建工程整体项目，挂牌价人民币
1070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

万宁市新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商住小区项目位于万宁市万
城镇城北新区往周家庄村委会道路东侧，东毗邻万宁小海（泻
湖），占地面积为 33799m2（50.7亩），计划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
占地21313m2（31.97亩），二期工程占地面积12486m2（18.73
亩），现已建成一期9栋三层联排别墅，每排4套，共36套，建筑
面积11170.02m2，室内尚未进行装修，小区配套设施尚未完备，
工程尚未验收和结算。

本项目采取“一人协议成交或多人网络竞价成交”的方式确
定受让方。公告期从2016年11月22日至2016年12月19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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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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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11月22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属国有企业
改制公告

根据中共琼中县委、琼中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16年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琼中办发〔2016〕100号）的要
求，2016年琼中县属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将对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县属国有企业施行改制。

为了保障企业职工、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请有关单位和个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单位和个人的身份证明及相关材料
来琼中县改制办办理核查职工身份、申报债权等事宜。具体如下：

一、改制企业名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总
部、辉草水电站、岭头水电站）、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综合贸易公
司、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种子公司、国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原种场。

二、职工身份核查所需材料：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
吸收表、工资单、社保凭证等相关材料。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单位营业执照、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有效的
身份证明和债权凭证、财产担保证明等文件。

办公地点：琼中县海榆中线财政局五楼县国资委。
联 系 人：蔡夫辉，联系电话：0898-86235636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11月22日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电（记
者高攀）2016“中美旅游年”11月2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闭幕式致贺词。

习近平指出，值此2016“中美旅

游年”闭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中
美旅游年”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长期以来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
和友好交流合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

感谢！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美旅游年”，

是我和奥巴马总统作出的重要决定，
目的是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促进双方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

谊。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旅游
年”活动丰富、成果丰硕，扩大了双方
人员往来，促进了其他各领域务实合
作，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发展离不

开两国人民参与和支持。希望双方将
成功举办“中美旅游年”作为新的起
点，持之以恒加强人员往来和人文交
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不
断夯实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2016“中美旅游年”闭幕

习近平向闭幕式致书面贺词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1日电（记者
陈二厚 白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1
日上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出席第九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指出，中国是健康促进的
积极倡导者和坚定践行者，走出了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
路。2009年中国启动实施新一轮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确立了把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
基本原则。我们织起了覆盖13亿多
人的全民基本医保网，为人人病有所
医提供了制度保障。大力推进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为所有城乡居民免费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中国这个
最大发展中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实
属不易。

李克强强调，当前，中国正处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前不
久，习近平主席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会议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
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我们颁布了《“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力争到2030
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服务，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主要健
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此，我
们将在以下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一是切实把卫生与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人民健康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为全体人民提
供基本卫生与健康服务。

二是构建全程健康促进体系，全
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着力抓好
预防保健，大力加强健康教育，深入开
展全民健身，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重
大疾病防控。

三是着力强基层、补短板，促进健

康公平可及。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加大对基层卫生与健
康事业的投入，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
加大对贫困地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支持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
基本卫生健康服务差距。

四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全
民基本医保制度，改革药品供应保障
体系，更加注重医疗、医保、医药的三
医联动改革。

五是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不断满

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增加健康
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使人民群
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不断得到缓
解。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
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健康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李克强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和促
进全球卫生合作，努力承担应尽的国
际责任和义务。健康是人类的永恒追
求，健康促进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
任。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一个更
加美好的健康世界而不懈努力。

李克强出席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积极倡导和促进全球卫生合作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
家工作人员。

任命苟仲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
席；任命陈志刚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任命蔡奇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

免去刘鹏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职
务；免去郑文凯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职务；免去王安顺的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苟仲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11月21日，在四川成都双流西南
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一列新能源“空
铁”在试验线上运行。

当日，由中唐空铁联合多家单位研
制的新能源悬挂式空中轨道交通试验
线，经过近两个月的试验与调试运行，
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下一步将对
新能源“空铁”进行全面系统的运营测
试，进而为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和示范
线建设奠定基础。 新华社发

新能源“空铁”
四川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周玮）“网
络游戏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最为新兴、最有活力的
领域之一，直接影响和塑造着年轻人的灵魂和
精神，特别需要强化产品的价值导向，加强内容
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求网络
游戏产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品质，努力做
到思想、艺术和市场三统一。”21日举行的新闻通
气会上，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陈通表示。

据介绍，文化部对网络游戏管理坚持“两手
抓”：一是抓正面引导，引导开发运营传递正能量
的优秀产品，建立以“红名单＋黑名单”为基本制
度的游戏评价体系；二是抓执法监管，坚持底线管
理，通过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公布产品

“黑名单”等多种方式，不断净化和规范市场环境。

文化部建立“‘红＋黑’
名单”管理网游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
者王茜）公安部将自2016年 12月 1
日起，在上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
5个城市率先试点启用新能源汽车号
牌。这是记者21日从公安部获悉的。

新能源汽车号牌工本费不变，仍
执行现行国家规定的普通汽车号牌收
费标准，每副号牌100元。

据介绍，试点期间，对群众新购买
的新能源汽车，在5个试点城市办理
注册登记的，将发放新能源汽车号牌；
对已经登记的新能源汽车，按照自愿
换领的原则，由车主自主选择是否换
领新式号牌。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表
示，力争2017年下半年在全国推广使
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12月1日起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将在5个城市试点启用

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印发方案

五大方面推进
高校共青团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朱基钗）
近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高校共青
团改革实施方案》，在共青团改革大局中推进高
校共青团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共青
团各项工作和建设。

方案从五大方面、十五个领域提出了改革措
施：第一，改革优化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第二，改
革健全基层组织制度;第三，改革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第四，改革完善团干部选用培养制度;第五，
改革强化保障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