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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21期）

受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12月21日15:30在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第二次）：乐东黎族自治
县乐罗镇（现利国镇）乐罗乐二管区冲坡加油站旁48.43亩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证号：乐罗国用（93）字第474号，四至：东至望楼管区旱田、
冲坡加油站；南至新安林地、新安旱地；西至新民管区旱田；北至海榆西线
公路（距中心线16米）】参考价：1077.09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其中的20亩土地使用权，参考价：432万元，竞买保证金：80万元。特别
说明：1、整体拍卖优先，单独拍卖的20亩土地使用权，尚未办理土地分割
证，标的物实际面积以国土房产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颁发的产权证为
准；土地剩余使用年限：26.75年，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用途：工业用地；
2、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竞买人如参与本次竞买即视为已接受标
的物的所有瑕疵；3、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中止或撤回拍
卖，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
12月20日17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20日17时前缴纳竞
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
据到我公司（海口市蓝天路35号锦鸿酒店副楼一楼）办理竞买手续。缴
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三亚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月川支行；账号：1010854590000017。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第27号竞买保证金。联系电话：36656056 13976059898郭先
生 18976241313 罗先生委托方监督电话：88866960。

海南省公安厅公告
根据《海南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涉案资产处置方案》（琼处非【2016】14号）和省处置打击和处置
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要求，海南省公安厅正开展海
南恒宇房地产公司非法集资案涉案资产处置工作。目前已配合
我省法院执行海南盛德典当有限公司民事债权30127400元及
吴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程款29957104.86元。现对该案依法
查封、冻结、扣押的余下涉案资产公告如下：一、三亚山海观置业
有限公司名下商业用地19107.33平方米（约28.6 亩）（三土房
〔2007〕字 第 7621 号 ）；二 、刘 鹏 飞 个 人 银 行 账 户
（6210813520000968761）中的150万元；三、天籁汽车，车牌号：
黑MX1440，机动车所有人：刘树辉；四、汉兰达汽车，车牌号：黑
ALH047，机动车所有人：黑龙江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五、
卡罗拉汽车，车牌号：琼AFA117，机动车所有人：韩志祥；六、马
自达汽车，车牌号：琼B9DW77，机动车所有人：高桂云。

如对上述公告的涉案资产权属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内向海南省公安厅书面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视为无异议，将依法处置上述涉案资产。特此公告

联系人及电话：费晶晶 0898-68836404
海南省公安厅

2016年12月5日

中标公示
海口市博义、盐灶、八灶片区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标

于2016年12月01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

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

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华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三

中标候选人：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示期为三个工

作日，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提

出。招标人联系电话：0898-68719201。招标代理：西安建工建

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

南区C701室，联系电话：0898-66755224。

中标公示
海口市白沙坊片区、下洋瓦灶片区、滨江新城二期片区棚户区

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标于2016年12月01日在海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

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

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湖南天鉴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外建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

标人或招标代理提出。招标人联系电话：0898-68719201。招标

代理：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

路28号名门广场南区C701室，联系电话：0898-66755224。

海阔天空国兴城一期(B10、B16地块)
10号、16号楼立面改造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海阔天空国兴城一期（B10、B16地块）项目位于大英山新城中心区
东北侧，2011年1月经我局批建,现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项目10号、16号楼外立面改造，未涉及规划指标改变。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16年12月5日至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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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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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

中标公示
海口市新琼片区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标于2016年

12月01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

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

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第二

中标候选人：海南华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如有质疑（或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提出。招标人联系电

话：0898-68719201。招标代理：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

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南区C701室，联系

电话：0898-66755224。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营运管理主体，拟将味道酒楼、

咖啡驿站、浪谷幽蓝、海景餐厅、海洋精灵、独一阁等项目的承包

经营权及海上滑板、水上自行车等项目的海域使用权以公开招标

的方式对外寻求合作。具体事项请登陆本公司官网（http：//

www.hnfjz.com）查询，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与本公

司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谢建堂 电话：0898-31817771

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2月5日

迁 坟 公 告
因昌铺公路、铺前大桥连接线、铺前大桥养护中心(一、二期)

及铺前大桥等省重点项目建设需要，该项目用地范围内所有坟墓

急需登记补偿及进行迁移，坟墓迁移范围：昌铺公路(铺前镇林梧

泉口村地段)用地范围内；铺前大桥养护中心(一、二期) 及铺前大

桥项目(铺前镇北山村、三榜村、云楼尾村地段)用地范围内；铺前

大桥连接线(铺前镇林梧湖石村、田良村、田良尾村，隆丰华兰村、

城后村，云楼村，地太烈士亭地段)用地范围内。在上述范围内的

坟墓户主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12月20日前到铺前

镇政府进行坟墓登记补偿并自行迁移，逾期，按无主坟进行清理。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976369630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5日

供 求

▲李德贤遗失琼D12631道路运
输证正副本，证号：4690280508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金泰百货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房 产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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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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05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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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春来遗失海南易通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B9-9定金收据收据客
户联一张 (编号 0013563 金额:
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韩兰娜遗失海南易通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B9-8定金收据收据客

招租公告
海甸岛白沙门公园内有两处项目

公开对外招租，招租时间为2016

年12月5日－12月12日，有意者

请面谈，联系电话：15289966670

18689931982

旺铺租售
位于南宝路明珠商圈，价格优惠。
联系人:刘先生 13876017164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场地招租
现位于海口白龙南路10号琼苑宾
馆内场地对外招租。1、KTV、酒
吧场地招租该场地面积约1200平
方米，复式二层楼，全新装修，设施
设备齐全，接收即可经营（相关证
照需承租方自行办理）。
2、客房或办公场地招租该场地面
积约1500平方米，上下二层楼，
（可用客房或办公室），高档装修。
如有意向者，请来电咨询。
电话：65385288 联系人：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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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源小区
现房尾盘热销，一线江景房特惠销
售中。位邻滨江路省公务员小区
和风江岸对面。热线 0898 一
65345566

低价招租各式商家
餐饮、超市、爱慕影院、休闲足疗、
办公、酒店。18789693357 汪

▲海南旅居网房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遗失两张发票，发票代码：
5200162130，发票号：00795582、
00795583，声明作废。
▲林贻坚 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9205230013，现特此声
明。
▲李培全、吴申梅遗失中南西海岸
B19--1503房购房收据一张，编
号：NO150013349，金额：20000
元，声明作废。
▲(王有锋、王轩理）遗失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运村委会什
运二经济社的土地使用证，证号
为:琼中集用(2011)第 20200977
号，特此声明。
▲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组织部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052302，声明作废！

户联一张 (编号 0021407 金额:
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征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2，执照
号：91460100324131568P，现声
明作废！

英国“脱欧”公投的余波未散，欧洲政坛又面临一场新的公投考验。南欧国家意大利4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通过总理伦齐的修宪方案。
公投两周前的民调显示，虽然反对阵营领先，但很多选民犹豫不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这次公投不仅关乎意大利内政变化，

更折射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走势。

英国“脱欧”公投的余波未散，欧洲政坛又面临一场新的公投考验

意大利举行修宪全民

用意大利总理伦齐的话说，这
次公投是为“充满希望的意大利未
来”而投票，是精简臃肿的议会机
构、提高效率、确保未来政府执政能
力。数字显示，改革公投如获通过，
将有助于减少意大利机构的官僚作

风，每年为国家节约数亿欧元支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

研究员孙彦红认为，这次公投之所
以广泛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此次公投结果对于意大
利自身政治经济走向至关重要。

此次宪法改革针对意大利政治
体系效率低下、政府弱这一核心症
结，旨在为后续一系列经济改革创造
政治前提。若公投失败，意大利推进
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将进一步放缓。

第二，此次公投结果关乎欧洲

一体化前景。
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已陷入停

滞，英国脱欧公投结果进一步打击了
欧洲民众对一体化前景的信心。鉴
于意大利公债仍居高不下，银行体系
脆弱，主张退出欧元区的“五星运动”

发展势头迅猛，外界普遍担忧公投失
败导致意大利陷入政治经济危机，进
而危及欧元区的稳定乃至存续。她
说，长期而言，欧洲的未来在于联合
与改革，而意大利公投的结果的确关
乎欧洲的联合与改革的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修宪公投使
伦齐政府面临能否继续执政的考
验。连日来，伦齐在意大利各地阐述
修宪公投对意大利未来的重要性，呼
吁“选民不要错过这趟改革的列车”。

公投在朝野上下引起争议。支
持者认为公投获得通过将推动意大
利体制现代化，反对者则认为修改
宪法会打破战后保持的议会民主监
督和制衡。

如果公投获得胜利，伦齐可以
继续执政，将推行教育、司法和管理
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如果公
投失败，伦齐辞职后，总统将继续授
权伦齐所在的民主党人士组建政

府。但如果民主党在议会缺乏足够
支持来组建政府，政治危机就会持
续，恐怕给经济不景气的意大利造
成不稳定，继而造成经济动荡。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

意大利经济一直不景气，伦齐2014
年初上台以来，采取包括劳工制度
改革在内的计划，经济虽有缓慢好
转，但仍属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的
国家。

此次公投前进行的民调显示，
受访者中，反对修改宪法的人领先
于支持修宪的人5至8个百分点，目
前还有20％左右的选民犹豫不决。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近
日明确表示支持伦齐的改革公
投。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等人也
表示支持意大利改革计划。经合
组织也敦促意大利加快改革，以提

高经济竞争力。
意大利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

目前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
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意大利国民有
着浓厚的欧洲情结，认为意大利发
展离不开欧盟。最近的民意调查
显示，约67％的受访者反对离开
欧盟，71％的受访者认为脱离欧元
区后会使本来脆弱的意大利经济

雪上加霜。
孙彦红认为，若公投失败，会

对意大利自身政治经济形势造成
震荡，但是短期内应不至于发生外
界普遍担忧的疑欧派“五星运动”
乘机上台执政、迫使意大利退出欧
元区这样的灾难性结果。但短期
影响很可能表现为，若公投失败，
伦齐辞职会造成短期政局动荡，打

击投资者信心，意大利银行股价会
进一步下跌，公债收益率进一步上
升，进而打压欧元汇率，欧元会进
一步贬值。对此，欧洲中央银行应
会采取应对措施。

她认为，从中期来看，若公投失
败，意大利政局动荡，难以为银行业
坏账重组提供有力政治支持，恐错
失解决银行系统坏账问题的时机。

意银行体系若爆发危机，很可能造
成该国经济复苏进程被迫中止，且
有可能会拖累欧元区银行体系陷入
困境，进而威胁到欧元。局势会发
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公投结果及
其连锁反应对投资者信心造成的冲
击程度以及意大利自身与欧元区应
对是否及时得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图为12月4日，意大利总理伦齐在蓬塔谢
韦一个投票站投票。

当日，意大利举行修改宪法的公民投票。
此次提出修宪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对现有的议会
两院制进行改革，主要包括削减参议院权力，提
高立法效率，加快立法进程。

舆论认为，如果伦齐因公投失败下台，意大
利民粹势力五星运动党将在政治上获利。这一
政党由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领导，反欧洲一体
化、反移民，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
已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

在民粹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此次意
大利公投成了观察欧洲政治走向的重要节点，
公投结果具有强烈的示范和象征意义。

新华社/美联

伦齐若因公投失败下台

民粹力量或将在政治上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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