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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519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7年5月19日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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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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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独自承担办理采伐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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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16: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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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号海口财富广场写
字楼10层；联系电话：0898-68538965 18976273169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5月

31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拍卖下列资产：
拍卖标的物名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管区龙马坡33.15

亩(土地编号DZP-20-2)工业用地使用权，参考价：人民币783万元。
展示时间：2017年5月12日至2017年5月26日。收取保证金

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海口市龙昆支行，账号：
21-13900104000186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竞买保证金数额为80万元，报名截止时间
2017年5月26日17:00前，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过户税费按国
家规定，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拍卖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 66725332
电话：0898 36305012 13876355557

受委托，兹定于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10时，在掌拍网www.
zpw123.cn公开拍卖以下标的：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红专东路与文明
中路交叉口的房屋（房产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07809号）及其背面
合墙新建的附属楼房，建筑面积：2057.52m2，新建附属楼房约300m2，[案
号：（2015）万执字第226号]，起拍价：975万元，保证金100万元。

有意者请于2017年6月9日16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将保证金汇入指
定账户（户名：万宁市人民法院；账号：1010867590000062；开户行：万宁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汇款时须注明款项用途：拍卖保证金、执行案号），
并于6月13日17时前持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或在掌拍网上办
理，逾期不予办理。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3019号百汇大厦北座29楼；公司网址：www.xtdpm.com.
cn；联系电话：0755-82116006 13715268796 朱先生；法院监督电话:0898-62251526

广东旭通达拍卖有限公司
网 络 拍 卖 公 告

地块编号
LBW2017-05号

位置
博厚镇龙波湾西区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面积（m2）
40359

使用年限
70年

容积率
1.0<R≤1.8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78m 竞买保证金（万元）

380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三、本次
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7
年5月19日至2017年6月9日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
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9日15时
（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17年6月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LBW2017-05号地块挂牌时间
为2017年 6月 3日上午9时至2017年 6月 12日上午10时 30分；
LBW2017-06号地块挂牌时间为2017年6月3日上午9时至2017年
6月12日下午15时30分。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公开挂
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联系电话：0898-28281218联
系人：王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5月12日

地块编号
LBW2017-06号

位置
博厚镇龙波湾西区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面积（m2）
36323

使用年限
70年

容积率
1.0<R≤1.8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78m 竞买保证金（万元）

3500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国土资用告字〔2017〕02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2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地块概况

海南金育橡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金育公司）2017年4月25
日股东会决议，金育公司原股东将持有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一、吴育师将金育公司15%股权无偿转让给李雨洲（受让方）；
二、吴育喜将金育公司10%股权无偿转让给李雨洲（受让方）；
三、吴育花将金育公司10%股权无偿转让给吴育平（受让方）；
四、吴育飞将金育公司15%股权无偿转让给吴育平（受让方）；
五、何金英将金育公司25%股权无偿转让给吴挺中（受让方）；
上述所有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不再承担股权转让前后金育公司

的任何债权债务。股权转让前后金育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由股权受
让方承担。如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处
理相关事宜，逾期产生的一切后果均与原股东无任何关系。

海南金育橡胶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南国际旅
游岛先行试验区内。该项目原为临时展厅，建筑面
积约为600m2，主体和内部装修已完成，现需改造成
公司食堂，项目估算为70万。具有设计施工资质且
有合作意向的单位请登录邮箱 1830315083@qq.
com，下载报名表和报名须知，登录密码zjhyb6868，
报名时间为发布公告之日起至第5日17:00。请各
意向单位按照邮箱中的要求安排工作。

咨询电话：0898-83302858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关于公开征集设计施工单位的公告

吊罗水厂至中电一级电站农村公路工程施工
招标于2017年5月9日在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名
门广场北区B座1-5号605-02室进行了公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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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伟建筑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
金光道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示期为2017年
5月 12日至 2017年 5月 16日。如有质疑（或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电 话:0898-
65310838

中标公示

采购更正公告
2017年5月10日《海南日报》A03版发布的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全省机关互联网WIFI建设
项目采购报名公告，作如下更正：

一、在原公告供应商资质要求增加：（七）供应商或其上
级机构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二、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5月18日17：30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联系人：苏女士
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特此公告。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G-45-2、G-45-3号地块规划调整及海南文昌
庆龄文化广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海南文昌庆龄文化广场项目位于文城镇云逸路北侧、教育东路
东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庆龄文化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用地
属《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45-2和G-
45-3号规划地块范围内，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和娱乐用地。该项
目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及修建性详细规划已通过文昌市城市规划
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规划调整主要内容为：1、重新划分规
划地块界限，综合将商业用地划分为西侧35亩和东北侧15亩，其
余50亩为文化娱乐用地；2、建筑限高由≤12层调整为≤14层，其
他规划指标不变。规划方案指标为：总用地面积66911.47平方米
（折合100.37亩），包含公园用地20000平方米（折合30亩），总建
筑面积 144713.4 平方米，容积率 1.5，建筑密度 35%，绿地率
40.11%，停车位931个，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调整后规划要求。

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规划调整及项目方案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5月12日至5月26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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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郑治贤。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5月12日

铺面租售
琼海市银海东路“万泉源

居”一楼临街铺面，从东侧起第

一至七间，可连通，共计857m2

(最高层高6.9米)，毛坯，产权清

晰，租售均可。

有意者请致电咨询：0898-

66810560 赵女士

关于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后安
互通跨线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

通告
因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后安互通跨线施工建设的需

要，现计划2017年5月16日开始进行现场施工，2017年
9月30日完成，目前开工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根据施工
要求，现申请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
案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9月30日；
二、管制路段
G98东线高速公路K123+545至K124+072段；
三、管制方式
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2017年5月16

日至2017年9月30日对G98东线高速公路K123+545
至K124+072路段采取全幅封闭施工的交通管制，来往车
辆经施工便道通行。2017年10月1日拆除临时便道，恢
复G98东线高速公路主线通行。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
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
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7年4月30日

建设用地寻求合作
我公司在儋州市区繁华地段

拥有土地，欢迎有资金实力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前来洽谈合作。中

介勿扰。

联系电话：0898-66810879

尊敬的业主：
您购买了我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的宝信小区

商品房，并与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称“合同”）。由
于您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按期付款，已经构成违约。根据
合同第七条的约定，逾期付款的，须按日向我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
付款超过60日的，我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
益，限您在2017年5月25日前向我公司支付全部剩余购房款及违
约金；逾期未支付的，我司将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并保留继续追
究您违约责任的权利。附：逾期付款客户名单：购房人/已付金额/
剩余房款。丁卫东，已付178953 元，余款178952元；孟少君，已付
120770元，余款281796元；向文剑，已付191592元，余款91592
元；陈丽萍，已付106559元，余款248636元；铁秀梅，已付68552
元，余款159955元；铁秀玉，已付65471元，余款152765元；杨秀
荣，已付67427元，余款157329元；糜佳锦、糜家桂，已付142254
元，余款142254元；展维月，已付210389元，余款210388元；武晓
恩，已付212535元，余款212534元；王海澜，已付216827元，余款
216826元；黄籍莹，已付129257元，余款129256元；张玉芳，已付
176323元，余款176323元。

催 告 函

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9日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
电（记者彭茜 林小春）当

看似冷冰冰的聊天机器人拥
有了“喜怒哀乐”的情绪，机器

人就在“拟人化”的道路上更进
一步。清华大学一项最新研究

就展示了聊天机器人表达情
绪的可能。

此前的聊天机器
人系统在对话质量上
多关注语法性、多
样性以及话题相关
性等方面，但较少探

索如何表达情绪。本
次研究主要作者之一、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
授黄民烈告诉新华社记
者，新开发的情绪化聊天

系统可表达出快乐、伤感、愤怒、厌
烦、好感五种情绪。相关论文已提交
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论文预印本网
站arXiv上。

比如，当用户键入“比情人节更
庸俗的事就是，对情人节的接待规
格提出要求”后，机器人表达快乐情
绪时会回答：“情人节快乐！”；而表
达生气情绪时则回答：“这是赤裸裸
的炫耀啊！”

黄民烈介绍，这套系统名为“情绪
聊天机器”（简称ECM），它可根据用
户输入以及指定情绪模式，分类输出
相应回复语句。它使用了深度学习技
术，既用于根据用户的输入检测情绪
类别（喜怒哀乐），也用于情绪化文字
内容的语言生成。

社交媒体的海量发帖成为ECM

的学习库。研究团队编写了“情绪归
类”算法，用于辨别从微博等社交媒体
网站上抓取的几万条发帖的情绪。大
量的发帖与互动数据经过情绪归类
后，供聊天机器人学习如何回答问题
及表达情绪。

“ECM 目前还停留在文字输
入、文字输出阶段，并没有考虑语音
语调、面部表情等方式表达的情绪
和情感，所以是很初步的一个探
索。目前也还没有和硬件实体相结
合。”黄民烈说。

他说，近些年来深度学习的兴
起推动了机器翻译、情感分析、人机
对话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发展，
但还有很多技术难点有待突破。比
如，如何综合语音语调、表情、肢体
语言等各种情境分析用户情绪；如

何生成符合情境的语言，不仅仅在
内容、逻辑、通顺性等方面，还需要
在情绪表达上合适，“这些距离实用
还有很远的距离”。

黄民烈认为，未来情绪化聊天系
统可以应用于服务机器人，比如情感
陪护、心理咨询等。

美国南加州大学人工智能解决社
会问题中心共同主任米林德·坦贝教
授针对该研究评论说，从“让人工智能
为社会谋福利”的研究角度来看，能跟
人类有情绪共鸣的聊天机器人将是非
常有用的工具，如用于将重要健康信
息传播给对此非常关心的人。

“能完全理解我们情感的机器似
乎还相当遥远，但这一领域的研究正
在快速推进。理解人类情感领域的快
速发展可能会带给我们惊喜。”他说。

在“拟人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聊天机器人被赋予

新华社上海5月11日电（记者
仇逸）在医生的操作下，机器人的3个
机械手臂从腹部一个2厘米的小切口
钻进患者的腹腔内，干净利落地将肾
上腺肿瘤完整切除，而以往需要在患
者肚子上切开3到4个小孔才能将机
器人机械臂放置腹内完成手术。整台
手术仅用时不到1个小时，术中几乎
没有出血。

9日，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成
功开展一台高水平的“达芬奇”机器人

单孔腹腔镜手术。主刀医生、泌尿外
科主任王林辉表示：“时间短、出血少、
剥离彻底、恢复迅速，这就是我们敢于
挑战高难度手术，在微创手术领域不
断创新的目标。”

55岁的陈先生二个月前因外伤，
在医院检查时意外发现左肾上腺占
位，辗转来到长征医院泌尿外科求
诊。经过CT检查，发现陈先生的肾
上腺内有一个直径达2厘米的肿瘤，
根据患者病情，专家经过论证后决定

为他实施机器人单孔腹腔镜下肾上肿
瘤切除术。

据王林辉主任介绍，与传统腹
腔镜手术相比，单孔腹腔镜更具突
出的微创性、美观性效果。然而传
统单孔腹腔镜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

“瓶口”效应，器械、腔镜仅通过一个
小孔进入体腔内进行操作，造成视
野受空间影响大、器械易“打架”的
现象，好比用筷子在酒瓶里夹豆子，
手术操作难度大大增加。而达芬奇

机器人手术系统三维放大的手术视
野、自由活动的仿真机械手以及直
观的器械运动模式可以弥补医生操
作时的“盲区”。

9日下午 5时，手术正式开始。
首先由吴震杰医生在陈先生肚脐上
开一个约2厘米大小的切口，置入机
器人单孔专用通道，将机械臂插入患
者的腹腔内。只见王林辉主任在手
术区域外的控制台前，远程控制机械
手臂，对患者进行手术操作。尽管肿

瘤与中央静脉等组织粘连明显，但在
细致操作下，机器人的3个手臂互相
配合，在狭小的手术区域内灵活自
如、平稳精确地对病变部位进行分
离、切除、缝合，完整切除了肾上腺肿
瘤。

据介绍，由于使用操控屏上的3D
目镜，能使手术视野放大10－15倍，
这让医生拥有立体真实、纤毫毕现的
视野，能避开手术区域的血管和神经，
最大限度地保留各种生理功能。

上海成功开展机器人单孔腹腔镜“切瘤”手术
整台手术仅用时不到1个小时，术中几乎没有出血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新媒体专电 英媒称，
一个被称为“路易贝贝”的恐龙胚胎化石被确认为
是一种新的巨型窃蛋龙类恐龙，它与地球上最危
险的鸟类鹤鸵惊人地相似。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5月9日报道，这
一恐龙胚胎化石是上世纪90年代被发现的，该化
石非常不同寻常因为它捕捉了“路易贝贝”正在被
孵化的那一刻。但直到现在，让专家重现其身体
的技术仍不存在。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它是一种具有翅膀、长羽毛
以及喙的，与鸟类关系密切的新窃蛋龙，这种恐龙
会建造巨大的蛋巢。

报道称，该恐龙的头上有类似鹤鸵的骨盔，据
《吉尼斯世界纪录》称，鹤鸵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
类，很容易使人致残或致死。

被称为“贝贝龙”的这一新物种生活在90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教授达拉·泽列内茨
基博士说：“由于在河南也曾发现像霸王龙等大型
兽脚亚目食肉恐龙的化石，有些人一开始认为，这
些蛋可能是霸王龙的蛋。”

“路易贝贝”是与一窝恐龙蛋一起被发现的，
这些蛋长45厘米，重约5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最大的蛋。

报道称，这些蛋是一个直径为8英尺（约合
2.4米）的蛋巢的一部分，蛋环状排列在其中，一窝
蛋可能有24枚以上。虽然没有发现成年恐龙的
骨化石，但它很可能长达8米，重达3吨。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教授、首席科学家菲
利普·柯里说：“这些化石最早是 1993 年中国
河南省的农民收集的，但后来从中国输出到了
美国。”

“1996年，当这些蛋和胚胎出现在美国《国家
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上时，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直到这些化石重返中国
后，才得以在科学期刊上描述它们，并命名为新的
物种，”柯里说。

最近，这些化石被送回中国，并永久珍藏
于河南省地质博物馆。这使得中国和加拿大
的研究团队得以用最新的装备来对它们进行
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英国《自然·通讯》期
刊上。

喜怒哀乐
生活在9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

恐龙宝宝化石确定为新物种
在河南发现曾流失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