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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79号

本院于2017年5月4日在海南日报B03版刊

登的（2015）海中法执字第179号变卖公告中，第十

一行关于“第八层1037.76平方米”应更正为“第八

层1703.08平方米”。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五月四日

皇家花园公寓楼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鸿迎实业有限公司皇家花园公寓楼项目位于府城河口路

北侧，该项目于1992年7月由原琼山市批建，为1幢10层公寓楼，现
状建至地上2层、地下1层。建设单位按程序向我局申报复工续建
方案。经审查，容积率符合控规要求，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后退
用地红线按照现状控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按有关
规定程序对送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7年5月8日至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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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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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孝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5月8日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依法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金泰世纪地产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五东路3号金泰世纪花园地下车库：

序号

1
2
3
4
5

车库号

23号车位
25号车位
26号车位
28号车位
29号车位

产权证号

HK204274
HK204273
HK204272
HK204270
HK204269

建筑面积
（m2）
36.39
36.39
36.39
36.39
36.39

参考价
（万元）
15.3191
15.3191
15.3191
15.3191
15.319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
5
5
5
5

序号

6
7
8
9
10

车库号

30号车位
31号车位
48号车位
49号车位
50号车位

产权证号

HK204268
HK204267
HK204297
HK204296
HK204295

建筑面积
（m2）
36.39
36.39
36.39
36.39
36.39

参考价
（万元）
15.3191
15.3191
16.0851
16.0851
16.085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
5
5
5
5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龙拍委字第8号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5月25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

贸大道CMEC大厦12层西区拍卖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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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3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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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2017）龙拍字第8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特别说明:上
述标的按现状分散拍卖，如拍卖总值达到70万时则终止对其余车位的
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28518 13379958070
法院监督电话:66130025

各位考生：
2016年3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停止开展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省际委托组考工作的通知》，要求2018年1月1日起全面停
止自考跨省考试。自2018年1月起，如未考完全国统考科目的考生
需赴天津参加考试。因国家政策有变，特此告知通过我校注册参加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自学考试的考生，在剩余的考试时间（2017
年10月）抓紧时间报考（报考截止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如长期
未接收到短信通知的考生速与我校联系。

联系电话：65902571 林老师
报考地址：海口市府城大园路77号海南省技师学院办公楼二楼

继续教育中心
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
(海南省技师学院)
2017年4月26日

关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自学考试
（海南考点）停考的通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5HN0047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公开分别招租：1、海口市玉沙路

23号海岸金城商住楼1层2号商铺,建筑面积为96.48m2，挂牌底
价为第一年租金291756元；2、海口市玉沙路23号海岸金城商住
楼3层2号商铺,建筑面积为473.3m2，挂牌底价为第一年租金
460048元。上述房产租赁期限均为5年，从第二年起，每年租金
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4%。公告期：2017年5月9日至2017
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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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杨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5月9日

本公司从《海南日报》所刊载的变卖公告知悉，法院拟变卖
乐普生商厦地上第七、八、十一层房产，为防止有关潜在的竞买
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不恰当的商业决策，避免与我司
发生纠纷，本公司特将与该房产相关的信息公告如下：

1、位于海口市海秀路的乐普生商厦地上第七、八、九、十
一层和地下负一层房产，于二00三年十二月由海南洋浦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抵债给工行海南省分行，同时确认双方一切过户
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现上述房产已经再次发生多次交易，
却未及时缴纳房地产交易税费，至今，涉及上述房地产的交易
税费及滞纳金等几千万元均未缴纳（含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
税、房产使用税、印花税、所得税、税附加、交易费、评估费等），
滞纳金仍在继续计算，本次变卖成交款将会用于缴纳拖欠的上
述税款及滞纳金，而本次变卖成交后买卖双方仍应缴纳本次交
易环节的过户税费。

2、上述房产系乐普生商厦的一部分，因上述房产在办理
初始房产登记发证时未相应的分摊公共面积，在此，本公司声
明任何受让上述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或使用人均应依法承担分
摊相应公共面积的义务，否则，上述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或使用
人将不能享有相应公共面积和设备的使用权。

3、上述房产仍拖欠2004年1月至今的公共维修资金、物
业管理费、日常养护费、公摊水电费、商业管理费等，潜在竞买
人应自行解决与实际权利人及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前述纠纷。

特此公告
海南乐普生百货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五月八日

关于对海南乐普生商厦地上第七、八、十一层房产相关事项的

公 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确权异议征询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7]221号
海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宾馆向我局申请确定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海府路4号，四至为：东至巷道；南至五指山

路；西至海秀东路；北至海秀东路，面积为10790.28平方米。对上述
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地籍处提交有效
权属证件并书面提出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确
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王女士，电话：6872058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5月6日

马克龙胜选主要有三个原
因。第一，其竞选主张和执政潜力
得到选民认可。

7日投票当天，记者在多个投
票站采访的选民都表示，他们之所
以投票给马克龙，是因为认可他在
推动经济自由化、支持欧盟建设等
方面的立场，相信他能给法国带来
真正的改变。

第二，马克龙的竞选策略较为
得当，并能及时调整。

智库机构的一份报告认为，缺
乏外交事务经验的马克龙在竞选
中对外交问题大多表态模糊，既给
自己留下余地，也使得自己“像一
艘大船，留下大片空舱来承载选民
的希望和梦想”。

法国《世界报》注意到，当勒庞
在两轮投票之间支持率略有起色
时，马克龙及时转移话题，攻击“国
民阵线”的种族主义问题软肋，防
止自己的优势被蚕食。

第三，法国极右翼民粹势力尽
管不断增强，但目前尚未突破瓶
颈，不具备上台执政的民意基础。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研
究发现，马克龙获得的选
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出
于支持他的主张，而是旨
在反对勒庞上台。“这既
说明法国民众面对极右
势力仍然会放下分歧、共
同反对，但也反映出马克
龙的民意基础存在薄弱的一面。”

胜选三大原因

法国内政部8日凌晨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法国前经济部长、主张

跨越“左右之分”的“前进”运动候选

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7日举行的法

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统。年

仅39岁的马克龙为何能成为法兰西第五

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这位

年轻的“掌门人”又将如何引领法国前进？

传统精英的典型代表——马克龙
人物档案

法国大选落下帷幕，
立场亲欧洲的中间派总统
候选人马克龙大胜极右翼
对手玛丽娜·勒庞。在经历
英国公投选择“脱欧”的意
外后，这一符合选前民调的

结果让整个欧洲松了一口气。

各方表示欢迎

获悉马克龙当选后，欧洲理事会
主席唐纳德·图斯克等欧洲联盟领导人

纷纷第一时间发去“贺电”。
欧盟委员会主席、卢森堡人让－克洛

德·容克用法语在社交网站“推特”上恭喜马克
龙，“很高兴法国人选择了欧洲的未来。携手为了

一个更强大、更公正的欧洲。”
相当于“欧盟外长”的欧盟安全和外交高级政策代

表、意大利人费代丽卡·莫盖里尼也用法语发“推文”
说，“法国选择了投资未来”。她已经准备好与马克龙
合作，振兴欧盟，“法国万岁，欧洲万岁”！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告诉法新社记者，
“我们获得了法国对欧盟的新信任投票”。“法国将留在
欧洲的核心，改变我们的联盟，使其更贴近公民。”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通过发言人向马克龙道
喜：“你的胜利是一个强大且团结的欧洲的胜利，也是
法德友谊的胜利。”

尚未卸任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7日晚发
表声明说，马克龙的胜利“证实我们绝大多数的公民希
望团结在共和国的价值观下，也凸显了他们对于欧盟
以及对于法国向世界开放的热爱。”

奥朗德说，他已打电话祝贺马克龙，祝愿他成功领
导法国，“关键的事情是凝聚人心，继续建设迈向进步
和社会公正的道路”。

几年前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依靠欧盟援助的希腊、
西班牙、爱尔兰等欧盟国家同样感到振奋。希腊总理
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说，马克龙胜选“对法国、对欧洲
都是一大鼓舞”，“确信我们将密切合作”。西班牙首相
马里亚诺·拉霍伊说，“让我们在法国和西班牙共同致
力于一个稳定、繁荣且更一体化的欧洲”。

“一名对欧洲怀有积极抱负的领导人赢得这场选
举，我很开心，”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说，“对我们所有
欧洲人来说，前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所处的环境充
满挑战，不只是英国‘脱欧’。”

首脑通话 先德后英

马克龙当选后马上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了电话。
路透社以一名马克龙身边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通话大约
10分钟，马克龙告诉默克尔，他“很快”就会访问柏林。

这名身边人士形容两人通话“非常热情”。
马克龙的助手说，马克龙稍后与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以及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通了电话。
英国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说，特雷莎·梅“热烈祝贺”

马克龙胜选，法国是英国“最紧密的盟友之一”，她期待
与马克龙就一系列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合作。

“两位领导人简要地谈了英国‘脱欧’，首相重申，
英国希望，一旦我们离开欧盟，英国能与一个安全和繁
荣的欧盟保持牢固的关系，”这名发言人说。

不同于马克龙直接去德国见默克尔的表态，按照
唐宁街10号的说法，马克龙将在本月下旬的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和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与特雷莎·梅会晤。

另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日在“推特”上发
文祝贺马克龙，表示“非常期待”与马克龙合作。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
国就法国顺利举行总统选举向当选总统马克龙和法国
人民表示祝贺。美方期待与法国新总统合作，同时期
待与法国政府继续保持两国的密切合作关系。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8日凌晨，在已经统计的99.99％
选票中，马克龙得票率为66.06％。

可以说，这一选举结果在人们
意料之中。在4月23日法国总统
选举首轮投票中，马克龙已显露胜
势。他在异常胶着的第一轮选战
中收获24.01％的选票，位居各候
选人之首。勒庞虽然也强势获得
21.30％的选票，创造了“国民阵
线”在总统选举中的新纪录，但并
未能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取得首

轮投票得票率第一
的成绩。

此后，马克龙在各项
民调中始终大幅领先勒庞。5
月3日晚，马克龙在最后一次电视
辩论中表现几乎完胜勒庞。民调
显示，认为马克龙在那次辩论中表
现更令人信服的受访者比例达到
63％，而认为勒庞表现更令人信服
的这一数据仅为34％。自此，法
国大选结局已基本失去悬念。

没有“黑天鹅”

分析人士指出，年轻的马克龙
虽然踌躇满志，但他上台后将面临
至少四重棘手难题。

第一，目前法国面临失业率居
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反恐形势
严峻等多个挑战。

第二，素有“第三轮法国总统
选举”之称的议会选举6月份即将
举行，“国民阵线”、传统的右翼政
党共和党等政治势力已开始着手
竞选，支持马克龙的力量能否获得
议会多数席位尚难预料。

第三，民粹势力虽然未能在此

次选举中胜出，但民粹思潮的蔓延
可能给马克龙的施政带来较大压
力。巴黎政治学院专家吕克·鲁邦
指出，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
中，极右和极左的民粹势力卷走了
五分之二的选票，而这些民粹势力

“不会魔术般地退潮”。
第四，法国社会目前精英阶层

固化，与中产阶层的鸿沟扩大。鲁
邦说：“控制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
更注重体制的稳定性，不希望太多
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能否
推动真正的变革还需拭目以待。

棘手难题不少

公开资料里的马克龙，是传统精英的
典型代表。名校出身，成绩优秀，名师赏
识，领导提携，一路走来，出类拔萃。

◎名校出身——
马克龙高中曾在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

学就读，该校培育出了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让－保罗·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
克·莫迪亚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埃
丝特·迪弗洛等各界翘楚。高中毕业后，马克
龙又进入巴黎第十大学、巴黎政治学院、法国
国家行政学院等名校攻读哲学、财经等专业。

◎成绩优秀——
他1994年在法国高中生综合竞赛法语学

科竞赛中获奖。这一竞赛在法国享有盛誉，参
加者无不是各地顶尖高中生，难度远超过“高
中毕业会考”。法国媒体披露，马克龙的同学
们回忆，马克龙文学天赋出众，是名副其实的

“学霸”，但平时既低调神秘，又善于和同学保
持良好关系。

◎名师赏识——
马克龙初入职场时，法国前总统密特

朗的经济顾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创建者、
法国知名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就高度评
价他：“人文素养之深、聪慧程度之高，十年
不遇。”在阿塔利的支持下，马克龙30岁时
成为法国经济增长报告的撰写者之一。

◎领导提携——
2012年法国左派社会党人奥朗德就职

法国总统后，马克龙弃商从政，被任命为总
统府副秘书长。2014 年 8 月，法国政府改
组，时年 36 岁的马克龙出任法国经济、工
业和数字经济部长，年纪之轻而任职之要
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屈指可数。

（据新华社巴黎5月8日电）

马克龙较为重视对华合作，他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当选
法国总统，将继续深化法国和中国
在核能等工业领域的合作。他还强

调，希望在教育领域促进法中高校
之间交流，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
强两国合作。

（综合新华社巴黎5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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