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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330期）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3月30日上午10：00在
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陈少荣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新大洲大
道分摊面积1000.66平方米的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
市国用（2007）第004089号]，参考价576.6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3月29日17：
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3月28
日17：00前到帐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开户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
处须按顺序填明：（2017）龙拍委字第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
某某缴款）。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产权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路
16 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 8 层；联系电话：0898- 66248828
1300600696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南润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依据林家荣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于2017年3月6日作出（2017）

琼96财保3号民事裁定，查封被申请人海南润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龙利坡48号琼海市木材公司商住楼的以下房屋：一、B
栋第一层、第二层；二、A栋3B、3C1、5C2、5D1、5D2、6C2、7B、7C2、7D1、
8C1、8C2、8D1、9C2、9D1、9D2、10D2、11C2、11D1、12D1、13C2 、13D1、
14C2、14F、14D1、14D2、15C2、15D1、15D2、16D1、16D2、17C2、17 F、
17D1、17D2、18A、18C1、18C2、18F、18D1、18D2、19A、19B、19C1、19E 、
19F、19D1、19D2；三、B栋 3C1、3D1、3G、4D1、4G、5D1、5G、6D1、6D2、
6G、7D1、7G、7D2、8D1、9D1、9F、9G、10D1、10F、10G、11C2、11D1、
11D2、11G、12D1、13D1、13G、14D1、14D2、14G、15C2、15D1、16C1、
16G、17C1、18A、18B、18C1、18C2、18D2、18G、19A、19B、19C1、19C2、
19D2、19F、19 G，上述房屋查封期限3年。如对本院的上述查封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张贴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特此公告
二0一七年三月六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96财保3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征询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7】124号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办铁桥社区林村居民小组持琼山区人民政
府《关于同意安排铁桥社区林村居民小组集体企业留用地的批复》（琼
山府函【2017】36号）向我局申请办理集体土地企业留用地业务。经调
查，该宗地位于琼山区滨江街道铁桥社区，共两宗地块，宗地总面积为
12282.63平方米（合18.42亩）。其中：地块一土地面为9492.74平方
米（14.24亩），四至为：东至琼山强制戒毒所备勤楼、西至新大洲大道、
南至琼山消防队、北至海南省拘留所；地块二土地面积2789.89平方米
（4.18亩），四至为：东至空地、西至海南省第一劳动教养所（备勤楼）、南
至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北至海南省第二劳动教养所。凡对该宗地权
属有异议的，请自登报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申
诉，逾期不申诉的，视该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集体土地留用
地登记手续。联系人：陈在有 电话：6580092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9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秀英字[2017]49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
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
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
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秀英分局（海口市丘海大道25号）办理
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
异议。联系电话：0898-68923086

2017年1月18日

产权
申请人

郑江

申请
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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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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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座落

海口市秀英区
滨崖湖开发区

汇宇花园

土地权
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
S0137号

项目
名称
汇宇
花园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汇宇物
业发展公司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
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
相关文件。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
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
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
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7年3月14日至2017年4月12日到儋
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3月
14日至2017年4月12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下午17时(以保证金实际到账
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17年4月12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7年4月3日上
午8：30至2017年4月14日下午15:3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
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
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
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三）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
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6532003 65303602。联系人:林先生。查询网址：http://
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www.
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14日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国土资公告〔2017〕1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王五镇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园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B-15
地块33.799亩二类工业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位置

儋州王五镇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园区
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B-15地块

地块面积
（亩）
33.799

(22532.7m2）

土地
用途

二类工业
项目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建设
年限

2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挂牌起始价
（元/平方米）

334.76

保证金
（万元）

453

海口海事法院变卖公告
（2016）琼72执20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中城建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惠恒投资有限公司、蔡英波、徐日雄借款纠纷一案过程中，
本院于2016年5月6日对被执行人海南惠恒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西侧60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号：金江国用（2012）第4807号】予以查封。现决定对上述土地使
用权进行公开变卖，特此公告如下：一、变卖保留价格：人民币4928万
元。应买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二、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在海南日
报刊登之日起60日内。三、变卖方式：1、按照先交保证金者先得的原

则处理。如有两人以上在同一日缴纳保证金的，按竞价方式价高者得
的原则处理；2、应买人应在变卖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
应买保证金至本院代管款账户内（户名：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农行
海口龙昆南支行，账 户：21104001040007570）；3、变卖成交时，由应
买人与本院签署应买确认书，应买人应在签字后7日内支付全额应买
款至本院代管款账户，逾期视为放弃应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四、瑕疵
说明：上述土地上有两条规划路。五、特别说明：本次变卖成交后，由
买受人承担土地使用权办理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及一切税、费。本院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 74 号。联系人：曾建华。电话：0898-
66258905 13876002888

海口海事法院 二○一七年三月十日

智能手机不再是稀罕物，而智能手机的功能配置也越来越趋于
同质化，就连此前在3G时代因为运营商网络制式的差异造成的一
机多版本的现象也逐渐消失，全网通手机越来越变得流行。

不久前，工信部公布六模全网通规范正式成为行业标准，未来
智能手机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发现，全网通变成了标准
配置，市场的手机将以全网通为主。

我们可以预见，全网通手机将让通信运营回归本质，运营商将
从此不再利用通信标准上的隔阂产生的终端优势作为竞争手段，网
络质量、客户服务水平、产品研发能力以及管理能力等将成为运营
商竞争的核心，用户将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低的资费，通信服务
质量将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全网通手机让消费者拥有自由选择权，同时会买到更优质的手机。
在全网通成为终端产品的标准之后，用户的自由选择就会真的

成为现实。因为全网通手机的流行，网络制式从此不再成为用户转
网障碍，持有任何一部手机都可以加入任何一家运营商的网络，或
者同时使用两家运营商的网络，用户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多
年来的通信运营经验告诉我们，用户的选择权是最基本的消费者权

益，保证了用户的自由选择权，用户的满意度就会大幅度提高。
不仅仅是运营商的营销模式会改变，也不仅仅是消费者的自由

选择权力得到保证，智能手机的设计生产与销售也都将发生有利于
消费者的变化。

厂商对于未来手机的预见将变得清晰，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将
大大降低手机价格。此前，联发科在收购威睿CDMA IP后推出全
模芯片，华为海思六模芯片已经推出，Intel在布局展讯后收购威睿
也已经加入全模芯片领域，因为全网通手机成为了行业标准，未来
的芯片将会全面全部的支持这一模式，由此带来的就是芯片价格将
随着量产而雪崩式下降，智能手机的硬成本得到了降低。

同时，智能手机厂商再也不用针对不同模式的手机进行差别化
的广告设计和营销推广，营销成本也将可以集中使用，精品化的旗
舰手机会成为主流，手机质量也将随之提升，老百姓会买到更实惠、
质量更好的手机。

自己的手机自己做主，1部手机、2个卡槽、3网通用和联通4G
流量正好是绝配。大家买手机的时候要看仔细了，没这个谱的不能
叫全网通！

全网通手机标准！你的手机达标了吗？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受中共
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2月22日主持召开
民主协商会，就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
员的人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

听取意见，进行协商。
俞正声说，在决定推荐全国政协

领导成员人选之前，先与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进行
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传
统，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体现。希
望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和建
议。

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民革中央
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民
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严

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
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
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
主席王钦敏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
等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增选全
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考虑周全，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表示拥护和
赞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
部部长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赵
乐际出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举行民主协商会
俞正声主持

追溯南海“岁月之歌”

“决心”号上绘制海底“磁性条形码”
每个“条形码”都有自己的年龄和持续时间，成为地球磁场的“指纹”

如果将地球磁场
自形成以来的不断变
化，比喻成一首“岁月
之歌”，包含磁性颗粒
的海底岩石或沉积物，
就好比这首歌的“录音
机磁带”。研究“磁带”
最初的磁性记录，可以
追溯“唱歌”年代，判断
地层“年龄”。

这种研究方法被
称为“磁性地层学”。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大
洋钻探开展以来，磁性
地层学就成为重要的
岩芯样品定年方法，与
有孔虫、超微化石等生
物定年相互印证。

正在南海北部开展大洋钻探
的“决心”号上，科学家团队中的古
地磁组共有3人：来自同济大学海
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的副教授易亮、
来自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生张杨、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
助理教授史蒂文·斯肯纳。

他们在船上的主要任务，就是
通过研究从南海海底钻取的岩芯
古地磁，绘制出“磁性条形码”，判
断岩芯样品“年龄”，追溯南海的

“岁月之歌”。
“由于岩芯在海底钻取过程中

已经受到了很多干扰，我们首次需
要对样品进行‘清洗’，即退磁处
理；然后再用船上的低温超导磁力
仪，测出岩石或沉积物最初记录的
地球磁场特征，即天然剩磁。”易
亮介绍说。

在自然界，比如岩浆和沉积物
中，存在许多具有磁性的天然矿
物。在岩浆冷却结晶或沉积物形
成时，这些矿物会因地球磁场的作
用，随当地磁场方向进行一致、有
序的排列，将当时地球磁场特征的
信息，稳定地保存在所形成的岩石
中，这被称为“天然剩磁”。

由于船上的“磁屏蔽”条件有
限，用低温超导磁力仪测出的“地
磁极性倒转序列”数据有“噪音干
扰”，因此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检验
和修正。

“这些散样需用船上的热退磁
炉进行处理，最高可达700摄氏
度；再用旋转磁力仪测出磁倾角、
磁偏角和剩磁强度，用以补充修正
钻孔的地磁极性倒转序列，最终绘
制出‘磁性条形码’。”张杨介绍说。

为什么将钻孔剖面的地磁极
性倒转序列称为“磁性条形码”？

原来，地球磁场自形成以来，
磁极位置不仅在一定范围内发生
游移，还不时出现倒转。在研究
中，科学家一般用黑色表示岩石
的“天然剩磁”与今天地球磁极
一致的“正极性”，用白色表示与
此相反的“反极性”。这些黑白
条码，形象地显示地球磁场在不
同地质历史时期的频繁交替，仿
佛地球自身独特的“磁性条形
码”，每个“条形码”都有自己的年
龄和持续时间，成为地球磁场的

“指纹”。
“磁性地层学”经过半个多世

纪发展，科学家们已根据地球磁场
倒转的顺序和每一次磁场发生倒
转的时间，建立起《国际地磁极性

年表》，成为一把量度地层年代的
“尺子”。由于地磁场倒转的全球
性、同时性和可信性，这把“尺子”
被广泛应用于海、陆相沉积序列的
划分和对比。

“决心”号上的古地磁组，绘制
出南海海底岩芯的“磁性条形码”
以后，用《国际地磁极性年表》的

“尺子”量一量，就可以判断出岩芯
样品的年龄。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成功获
得了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第一个
站位650万年以来的地磁极性倒
转序列，这些古地磁数据非常宝
贵，初步研究结果也非常理想，为
航次后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年龄
信息。”易亮说。

记者 张建松
（据新华社“决心”号3月13日电）

一把量度地层年代的“尺子”研究从南海海底钻取的岩芯古地磁

3月13日，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易亮在“决心”号上做研究。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短程商用干线飞机

首架国产C919
将于今年首飞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陈芳 胡喆）我国着力塑造先发优势，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亮点纷呈。日前，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我国首架国产
大型客机C919将于今年首飞。

据了解，C919首架机总装下线以
来，项目在系统集成试验、静力试验、机
上试验、试飞准备等几条主线上稳步推
进，目前首架机已进入首飞准备状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
司长杨拴昌表示，近年来我国航空工
业蓬勃发展，航天航空装备制造是未
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十大重点领
域之一。加快大型飞机研制，适时启
动宽体客机研制，推进干支线飞机、
直升机、无人机和通用飞机产业化，
是支持我国航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重要举措。

为推动我国航空产业的发展，国
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通用航
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用航空工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3－2020年）》
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新世纪以来，
我国陆续启动了ARJ21项目和C919
大型客机项目，去年首架ARJ21飞机
正式投入航线运行。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官方
信息显示，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飞
机。C919飞机标准航程型设计航程
为4075公里，增大航程型设计航程为
5555公里，可满足航空公司对不同航
线的运营需求。其基本型全经济级布
局为168座，混合级布局为158座。

韩美“关键决断”
年度联合军演启动
重点演练应对朝鲜的先发制人式打击

据新华社首尔3月13日电 韩美“关键决
断”年度联合军演13日启动。据韩媒报道，美
军众多战略武器将参演，重点演练应对朝鲜方
面军事活动的先发制人式打击。

“关键决断”联合军演将持续至本月 24
日。韩国媒体报道，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
F－35B隐形战机等战略武器将参加军演。另
外，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和海
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等美军海、陆、空军和联合特
种作战部队，也将参加联合军演，演练内容包括
破坏朝鲜军方指挥部等。

报道称，“卡尔·文森”号航母正在参加本月
1日启动的韩美“秃鹫”联合军演，本月15日将
驶入釜山港参加“关键决断”演习。

伊拉克政府军
切断IS所有外逃通道

据新华社巴格达3月12日电（记者程帅
朋 魏玉栋）摩苏尔西部城区收复战已进入第
四周，伊拉克政府军推进迅速，目前已控制摩苏
尔西城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逼近位于市中心
的摩苏尔老城区，并切断了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IS）武装人员外逃的最后一条通道。

据悉，位于摩苏尔市中心的老城区将成为
下阶段伊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武装争夺的焦
点。摩苏尔老城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象征
意义，目前仍有不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挟持
大量平民盘踞其中。但老城区建筑老旧，道路
狭窄，伊政府军在装备和兵力上的优势将难以
发挥，收复此地仍有难度。

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
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
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
线。 新华社发

外交部回应韩美联合军演：

有关方面应多做有利于
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孙辰茜）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日就韩美开始举行“关键
决断”联合军演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高度敏
感复杂，有关方面应多做有利于促进半岛局势
缓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维护朝
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共
同利益，是各方共同责任。

华春莹说，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两会记者
会上，重申解决半岛问题应坚持半岛无核化与
停和机制转换“双轨并行”的思路，同时提出了
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
暂停”倡议。

她表示，中方就朝鲜半岛问题提出的“双暂
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是一个整体。“双暂
停”倡议是着眼于缓和半岛当前紧张局势，着眼
于为重启对话协商找到一个突破口。“双轨并
行”思路是为了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实现半岛
和地区的长治久安。上述建议反映了半岛问题
的现实，抓住了目前问题的焦点，也照顾了各方
最紧迫的关切，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的
努力方向，是一个客观公正、合情合理、现实可
行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