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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137至14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137至140号
之三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6月29日10时至2017年6月
30日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
南达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水仙路3号海
口·达嘉豪园2号商住楼16层1603房（产权证号：HK352436）。起
拍价：1091027元，竞买保证金20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
与方式：自2017年6月15日9时起至2017年6月28日16时止接受
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6月30日10时前于淘
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
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0898-66784655、
0898-66761362（蔡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招标公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委托，就该公司协同办公自动化系统采购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项目内容：包括软硬件实施、软件开发和维护
服务。服务期：合同签订后二年维护服务。凡有意参加投
标者，请于2017年5月25日至2017年6月1日8时至16时
携带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近期纳税及缴纳社保证明、
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至海口市美兰区和平
大道 16 号银谷苑 4 栋 1 楼 C 房，购买招标文件，电话：
18689604112，500元/套。具体详见：中国海南省政府采购
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2017年5月24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的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1045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
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南
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持有的海南省海口市国土规划管理局文
件市国规[1989]722号用地批文项下分摊285.83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确权给邵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
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南省海口市国土
规划管理局文件市国规[1989]722号土地项下分摊285.83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登记。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5月18日

我司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南海大道135号的海药花园
一期项目。经政府批准立项，建设规模约21万平方米，现对以下工
程项目进行招标报名：1、总包工程(一级）；2、精装修工程；3、桩基工
程(一级）；4、景观绿化施工(一级）；5、挡土墙工程；6、综合管网；7、游
泳池温泉设备；8、电梯工程；9、消防工程；10、高低压配电工程；11、
人防工程；12、智能化工程；13、防水工程；14、铝合金门窗及栏杆工
程；15、道路工程；16、钢结构工程；17、造价咨询；18、外墙涂料工程；
19、入户防盗门工程；20、建筑材料供应商及与工程相关其他合作单
位，欢迎有意者持企业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复印件、企业业绩介
绍前来报名。多谢合作！

招标单位：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经济开发区南海大道135号二楼行政部。

联系人：赵小姐 13637674142 0898-32830017
李小姐 15109818560 0898-32830014

招标公告

致:海南富泽实业有限公司白沙分公司
2012年7月29日，贵公司与我签订《水稻田租赁合同》，合同约

定贵司租赁我水稻田用于常年瓜菜生产基地及农业科技园艺开发
等；还约定每年的1月15日前支付当年租金，如超半年未付租金则合
同自动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贵司应于2016年1
月15日前支付2016年度的租金，但贵司至今未付，且已远远超过半
年。贵司既不支付租金，又不使用土地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
由于贵司住所地址不存在，法定代表人又联系不上，我决定自登报日
起与贵司解除合同。为此，限贵司于登报后五日内自行拆除租赁土
地上的附属物等，逾期不处理的，视为遗弃，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后
果自负。同时，我保留继续追索贵司支付拖欠租金与违约金等权利。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兴业村农户：邱文、邱武、廖华信、甘光
亮、李平芳、陆应东、陆应山、范超来、范超生、邱斌、陆学有、王何瑞、
甘达勇、范昭汉、凌风礼、王佐珍、范超权、王飞龙、黎思寿、李大福、甘
超、杜梅芳、王业生、王高森、符金兰、罗茂旺、罗茂发、甘荣彪、王业
成、黎思跃、黎思贤、韦关荣、陆瑞超、李桂珍、陈超芳、符建松。

2017年 5月 25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解除合同通知书
致：海南富泽实业有限公司白沙分公司

2012年7月20日，贵公司与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贵
司租赁我田地用于常年瓜菜生产基地及农业科技园艺开发等；还约定
每年的1月15日前支付当年租金，以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
贵司应于2016年1月15日前支付2016年度的租金，但贵司至今未
付。贵司既不支付租金，又不使用土地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由于贵
司住所地址不存在，法定代表人又联系不上，因此决定自登报日起与
贵司解除合同。为此，限贵司于登报后五日内自行拆除租赁土地上的
附属物等，逾期不处理的，视为遗弃，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贵司负
责。同时，我保留继续追索贵司支付拖欠租金与违约金等权利。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什奋村农户：王永胜、王仁秋、王永保、符
彩凤、王永坚、王须良、王朝东、王进元、王进荣、符亚民、王亚全、王照
光、王亚兴、王进理、符金成、王世历、王元清、符秀恩、王胜琪、王胜庆、
王有清、王瑾、王永亲、王泽川、符胜忠、李宗吉、王明育、王玉女、符秀
真、李杏、练常春、王亚周、王国强、王文形、王金成、王有开、王扣徐、王
亚帮、王友灵、王文杰、符永炳、王国昌、王照充、王政球、王鸿剑、王才
新、王海、王桂花、王亚理、王亚山、符林英、王先女、符永辉、李宗晓、王
小令、王宇克、王宇袖。

2017年5月 25日

招标公告
海口玉湾项目B栋外墙面装饰施工招标：请具有

施工资质的单位携带相关证件于2017年6月2日前

到我司报名。

联系人：林先生

项目地址：海口市世贸北路19号

电话：0898-68560055

广州铁路集团文化广告总公司诚征广

铁集团管内火车站站内无线网络（WI-FI）

广告媒体、广州站出口部分广告媒体【详见

文广（招）字〔2017〕4号招商公告】和佛山西

站灯箱、实物展位、LED、刷屏机广告项目

【详见文广（招）字〔2017〕6号招商公告】广

告代理经营合作单位，现正公告招商中，详

情和报名参与方式，敬请登录“广铁招商网”

网站获悉。

招商联系人：叶小姐、谭小姐

招商联系电话：020-61335320\61335406

（广铁招商网网址：http://www.gzrailwaybiz.com.cn）

招商公告

根据三亚大兴春光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甲）及辽宁金海集团海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乙）双方决定，甲拟吸收合并乙，合并
完成后，甲尚继续存继，乙将注销。合并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
并后存继的甲承继，请合并各公司的债权人（“债权人”）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
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连宝 电话：0898-88695901
地址：三亚市河东区临春河路71号

吸收合并公告

三亚大兴春光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日

招标公告
海口玉湾项目C8栋屋面园林景观施工及屋顶泳池

施工现进行公开招标，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携带相关

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于2017年6月2日

前到我司报名。

联系人：林先生

地址：海口市民声西路8号昌炜玉园昌顺楼二层招

标中心

电话：0898-68560055

为确保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村一、二队生态移民安置

项目、省道S304县城区段改线工程顺利开展，请在上述项目用

地范围内（即：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思源学校附近坡地、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耕牛繁殖场范围内），有祖坟仍未认领迁移

的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5天内，及时与县国资委征

地工作小组联系，办理相关坟墓认领、补偿及迁移等相关手续。

逾期未办理者，县政府相关部门将代为将项目用地范围内，

未被认领坟墓迁移至县公益性公墓，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0898-86235636/86235676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征地工作小组（代）

2017年5月25日

迁 坟 公 告

英国曼彻斯特警方23日公布曼
彻斯特爆炸袭击嫌疑人名为萨勒曼·
阿贝迪，来自利比亚移民家庭，在英国
出生长大。警方透露，阿贝迪已在自
杀式爆炸袭击中身亡。

22岁的阿贝迪
出生于曼彻斯特

据英国情报部门透露，现年22岁
的阿贝迪出生于曼彻斯特，在英国长
大。他来自一个利比亚移民家庭，在
家中4个孩子中排行第三。

阿贝迪在大学期间学习商贸专
业，但中途辍学，成为一名极端分子。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近期阿贝迪从
利比亚回到英国。来自美国的情报显
示，发动袭击前，他乘坐火车从首都伦
敦来到曼彻斯特。

23日，英国警方突袭了曼彻斯特
郊区一处民宅，这里据信是阿贝迪的
住所。多位邻居透露，阿贝迪身材高
挑削瘦，经常穿戴民族传统服饰。美
联社援引邻居艾伦·金西的话说，经常
有一名年轻男子开车接阿贝迪，阿贝
迪夜里很晚才回来。“我以为他在外卖
餐厅工作，因为他总是很晚回来。”金
西说。

此外，警方还搜查了阿贝迪兄弟
的住所，这处住所位于曼彻斯特南部。

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24日接
受英国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表示，阿
贝迪可能不是单独行动，英国警方和
情报部门仍在对此调查。

袭击特意挑选青少年？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日“认
领”这次恐怖袭击。袭击发生在曼彻
斯特体育馆，当时正值美国女歌手阿
里安娜·格兰德的演唱会散场，观众多
为青少年和儿童。

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恐怖
主义学讲师彼得·莱尔指出，袭击者非
常清楚此次袭击遇难者多数会是儿
童。“格兰德是很多青少年的偶像，因
此演唱会中很多观众都是青少年……
袭击者对此了然于心，他特意挑选这
样一个特殊夜晚，锁定这样一个特殊
人群，实施这样一次突然袭击。”

“将青少年作为袭击目标使我们
尤感被冒犯，但是眼下情况不甚明了，
我们要避免对此过度解读。”英国皇家
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沙尚克·乔希
说。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警方公布曼城恐袭嫌疑人姓名
来自利比亚移民家庭，在英国出生长大

曼彻斯特恐袭冲击英国大选

曼彻斯特地区警察局长伊恩·霍
普金斯23日发表声明说，警方已将
22岁的萨勒曼·阿贝迪列为此次袭
击事件的嫌疑人。他说，警方的首要
任务是尽快确认阿贝迪是独自一人
还是有组织地实施袭击。

这是英国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二

起严重恐袭事件。3月22日，一名男
子驾驶一辆汽车在位于伦敦市中心
的议会大厦附近冲撞人群，后下车持
刀行凶，最终被警方击毙。这起事件
共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5人死亡，约
40人受伤。

伦敦和曼彻斯特发生的这两起

事件相隔仅两个月，给英国乃至整个
欧洲的民众造成的心理冲击可想而
知。

英国反恐部门今年早些时候曾
表示，英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
恐怖袭击威胁。而这两起严重恐袭
事件证明了反恐部门的判断。

由于临近大选，舆论认为，严峻
的安全形势有利于特雷莎·梅领导的
保守党的选情。

英国目前正在与欧盟就“脱欧”
问题进行谈判，“脱欧”方式、移民政
策是此次英国大选的关键议题。而
恐袭事件将影响选民对“脱欧”、移民
等问题的立场，从而影响选情。

执政的保守党在18日公布的竞
选宣言中提出，该党将确保英国“顺
利有序”地退出欧盟，并承诺英国将
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关税同
盟。这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脱

欧”。保守党还承诺，英国将在“脱
欧”后“削减和控制”来自欧洲大陆的
移民人数，同时控制移民总数。

“我认为这起爆炸将让‘脱欧’变
得更糟，”曼彻斯特的一名大学生阿
勒克斯·维斯特莫兰德告诉新华社记
者，“更多人会支持‘硬脱欧’，他们不
希望更多移民到来。”

部分英国舆论认为，恐袭事件及随
后英国提升恐怖威胁级别的举措对持
强硬反恐立场的保守党有利。而反对
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对外反战，容易给
人在反恐战争中软弱的印象，甚至有媒

体曾指责科尔宾“同情恐怖分子”。
袭击发生后，正处于关键时期的

选战也随之暂停。由于目前保守党
民意支持率领先工党，这一“冻结”也
对保守党有利。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高建认为，此次袭击事件
的原因与英国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可能没有必然联系，但从其实际后果
来看，却或许为特雷莎·梅转移国内
舆论焦点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有助于
她在此次选举中带领保守党赢得选
举胜利。（新华社伦敦5月23日电）

新华社洛杉矶5月23日电（记者高山）中国驻
洛杉矶总领馆23日证实，一名27岁的中国女留学
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攀登惠特尼山时不幸遇难。

加州伊尼欧县警方当天宣布，21日攀登惠特
尼山后失踪的中国女登山者的遗体23日中午被搜
救人员发现。遗体位于一处冰瀑下方，警方认为她
从约18米高处摔下身亡。悲剧发生地雪深路滑。

这名南加州大学学生21日和两名朋友一道
攀登惠特尼山，于当天13时许开始独自沿山路下
山返回，两名同伴则继续攀登顶峰。两名同伴午
夜时分下山后，发现这名女登山者失踪。伊尼欧
县警方以及多支搜救队22日、23日连续展开搜
救，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也出动直升机参加搜救。

伊尼欧县警方和全体搜救人员对中国女登山
者遇难表示哀悼。

中国一留学生
在美国加州登山遇难

5月23日，在英国曼彻斯特，
安全人员在悼念活动现场警戒。

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22日
晚发生爆炸袭击，已造成22人死
亡、59人受伤。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23日宣布，将英国恐怖威
胁级别从目前的第二高等级“严
重”级上调至“危急”。

英国恐怖威胁级别共分五
级，最高级别“危急”意味着恐怖
袭击迫在眉睫。英国上一次将恐
怖威胁级别调至“危急”是2007
年。当年6月30日，苏格兰地区
最大机场格拉斯哥机场遭到袭
击，一辆越野车撞入机场主航站
楼入口，随后爆炸起火。

新华社/美联

英国将恐怖威胁级别
上调至“危急”

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24日电（记者季伟 张
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
实，有两名中国公民当天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
支省奎达地区被绑架，被绑架者身份和具体情况
正在核实之中。中国驻巴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
并要求巴方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并全力解救人质。

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当天中午时分，3名中
国人在奎达地区真纳镇一家餐馆就餐时遭武装
分子持枪绑架。这3人中包括1名男性和2名女
性。他们的保安进行了反抗，但被武装分子开枪
打伤。混乱中，武装分子带走了2名中国人。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绑架事件。

两名中国公民
在巴基斯坦被绑架

5月24日，在菲律宾南拉瑙省，士兵盘查经
过的车辆。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正在俄罗斯访问的菲
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3日宣布在菲南部棉兰老
岛等地区实施为期60天的戒严，以应对目前棉
兰老岛上政府军警与“毛特组织”等反政府武装
的战斗。 新华社发

菲律宾在南部棉兰老岛
等地区实施戒严

安全形势严峻

有利保守党选情

5月24日，在英国曼彻斯特艾
伯特广场，一名男子在寄托哀思的
花束前默哀。 新华社/法新

22日曼彻斯特体育馆发
生自杀式爆炸袭击。由于英国
定于６月８日举行大选，分析
人士认为，此次恐袭事件将影
响大选，有利于执政的保守党
的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