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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万宁市阳光小区(二区)商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7月28日上午9时在万宁市万宁迎

宾馆会议室以网络（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http://pm.caa123.org.
cn)和现场同步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万宁市万城镇纵一
路西侧阳光小区(二区)安置房1、2、3、5、6号楼23间商业铺面，商
铺编号、面积及参考价详见《商铺拍卖清单》（清单备索）。

说明：1.本次拍卖整体竞买优先，每份竞买保证金可以竞买
任意一间商铺（依此类推）；2.符合贷款资格的买受人可用本次拍
卖的商铺抵押，向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按揭贷款；3.标
的房产面积以房产管理部门核定的面积为准，面积差异不影响成
交价，成交价款多不退，少不补；4.《商铺拍卖清单》是拍卖公告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 7
月27日止；标的展示及报名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时间：自见报
之日起至2017年7月27日17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本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hnhxpm.net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1380765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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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类型
金龙牌大巴55座
金龙牌大巴55座
金龙牌大巴55座
金龙牌大巴55座
柯斯达中巴车23座

奥迪A6 2.8 轿车5座
大捷龙商务车7座
猎豹牌吉普车7座
起亚牌吉普车5座
思威牌吉普车5座
丰田牌轿车5座
别克牌商务车7座

序号 登记日期 参考价（元）车牌号
琼B05963
琼B05958
琼B05936
琼B05950
琼B05316
琼B08558
琼B12928
琼B38412
琼B24755
琼B26078
琼B17192
琼B21296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45000
25000
20000
16000
30000
40000
35000
35000

以上车辆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相关费用均由买受
人承担。竞买保证金：1万元每辆。展示时间：2017年6月5日至6月
9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6月15日下午5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6层。电话：0898-66736719、66736721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170616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09:00时在中拍协网络
拍卖平台(http://pm.caa123.org.cn)公开拍卖以下车辆：

有关单位：
三沙市文昌事务管理局正在施工的文昌清澜港三沙补给及交

通码头项目航道扩建工程，因施工过程中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未
能按时完工，需要延期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航道畅通及船舶安全
航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施工水域：文昌市清澜港航道。
二、延期施工时间：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10月20日，如施

工延期则另行通告。
三、施工单位：中国水产广州建港工程公司。
四、卸泥区：海口海洋倾倒区，具体坐标110°52′00″E, 19°29′00″

N。
五、航道助航标志：施工期间将对施工区域的航道助航标志作

适当调整，请密切关注航标动态公告。
六、注意事项：凡航经该水域的船舶应服从当地海事、航道部门

管理，注意瞭望、避让，谨慎驾驶，慢速通过，以策安全。
以上事项，请有关单位转知所属船舶。

关于文昌清澜港三沙补给及交通码头项目
航道扩建工程延期施工的通告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2017年5月24日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金湾假日酒店”项目位于文城镇文建路后进，建设单位为文昌城
达实业有限公司，属于《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
该项目已取得规划许可，批建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153.9 m2，总建
筑面积6011.01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417.52 m2，地下建筑面积
1593.49 m2），容积率2.0，建筑密度26.42%，绿地率35.8%，建筑高度9
层，客房总数85套，停车位53辆。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方案，调整后
的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153.9 m2，总建筑面积6011.01 m2（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4417.52 m2，地下建筑面积1593.49 m2），容积率2.0，建筑密
度26.42%,绿地率35.8%，客房总套数85套，建筑高度9层，停车位53
辆；调整后的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
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和太阳能补偿调整进行批前公
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5月25日-6月8日）；2、公示方式：海
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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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金湾假日酒店建筑方案”建筑方案设计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5月25日

警方呼吁抵制并举报“蓝鲸”死亡游戏
该游戏源自俄罗斯，诱导青少年自残自杀，危害极大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陈
蔚林）截至今年3月31日，我省尚有
535名借款学生拖欠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本息共计157.16万元。近日，
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日前联合发出公告，请
拖欠本息的学生务必于6月20日前
对此作出回应。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我国完
善普通高校资助体系，加大对普通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
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2009 年
起，我省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 16.56 亿元，支持贫困学生
11.36万名。

相关政策规定，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还款期限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
加13年确定，最短不低于6年，最长
不超过20年（在校生按在校剩余学
习年限加13年确定最长期限，助学
贷款不得展期）。学生毕业后应由本
人负担助学贷款利息，并按还款计划
偿还贷款本金。截至2016年，我省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当期回收率
为95.88%。

截至今年3月31日，尚有535名

借款学生拖欠本息共计157.16万元，
最长拖欠时间超过6年。其中，部分
拖欠本息的借款学生因毕业后未及
时更新联系信息，致使市县资助中心
和银行无法与之取得联系。

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希望，拖欠本息者
务必于6月20日前，在贷款约定还款
账户内存入足额应付本息，登录学生
在线服务系统或联系市县资助中心
更新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和就业单位
信息。归还贷款本息确有困难者，可
向市县资助中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协商处理还款事宜。
需要提醒的是，当前省教育厅、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行已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向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提供逾期借款学生的逾期信
息。6月20日前未清偿拖欠本息，且
未与市县资助中心联系或联系但协
商未果的，将按照合同约定，分批次
在媒体上公示逾期信息，并酌情将逾
期情况告知逾期借款学生所在单位、
国家有关部门及逾期借款学生居住
地政府有关部门。

我省535名学生拖欠生源地助学贷款157万元
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公告：请欠款学生务必于6月20日前作出回应

5月24日傍晚，暴雨即将到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上远眺陵水东海岸，夜幕中的山海之间出现雷电交加奇观。
据省气象台预报，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24日夜间至26日琼岛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24日夜间至25日，全岛大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半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将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一女子获刑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秦汉）以营利为目的，广西
籍女子杨某华在琼海市多次向他人非
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日前，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
庭宣判了该起案件，杨某华犯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某华
以营利为目的，在未办理《野生动物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他人收购2只
活体黄额闭壳龟，并饲养在家。2016
年10月份，杨某华以每斤70元的价
格陆续向3名陌生人收购3条活体眼
镜王蛇，并准备出售。期间，杨某华还
多次向他人收购龟类、松鼠等野生动
物。2016年11月28日，琼海市森林
公安局在杨某华家中查获了眼镜王蛇
3条、黄额闭壳龟2只、四眼斑龟2只、
乌龟1只、锯缘龟1只、赤腹松鼠2只
等活体野生动物。

据被告人杨某华供述，她在琼海市
收购野生动物已经有几年时间了。杨
某华的丈夫覃某洪之前收购野生动物
曾被处罚，杨某华知道眼镜蛇、龟是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也
知道收购野生动物违法，但为了赚钱，
她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收购野生动物。

法院认为，杨某华的行为已构成
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有64人违规违纪
省考试局作出相应处理并予公示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
春燕）在我省2017年4月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过程
中有64名考生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省考试局近日
对相关考生作出处理决定并在官网上予以公示。

此次考试中，3名考生分别有携带规定以外
的物品进入考场、擅自离开考场、将试卷带出考场
等考试违纪行为；61名考生分别有夹带、携带通
讯设备，抄袭等考试作弊行为。

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规
定，省考试局将对有考试违纪行为的3名考生给
予取消该科目考试成绩的处理；对有考试作弊行
为的61名考生给予取消当次考试各科目考试成
绩的处理。欢迎广大考生及群众监督。

公示期限为2017年5月22日至5月28日，
联 系 电 话 ：（0898）65858182、65852099、
65390746（传真）。

私设暗管排废水入美舍河

海口一公司被罚10万元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从

海口市环保部门获悉，近期海口市环保执法人员
在巡查喜盈门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流园二期项目
工地时发现，该项目承建方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存在私设暗管排放工程废水行为，环
保部门责令其立即拆除暗管，并处以10万元罚款。

海口市龙华区生态环保局局长周焕波介绍，
经调查发现，项目承建方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于5月20日18时至20时之间通过抽水
泵及软管将地基处的工程废水抽至项目下方的荒
地，最后排入美舍河。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私设临时排污暗管排放工程废水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有关
规定。

“当前，该案件已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周焕波
介绍，环保部门将继续跟踪该项目排水问题，如若
下次检查还发现有违法行为，将启动“按日计罚”
模式。据悉，“按日计罚”是指排污企业无法按期
实现环境监管部门限期整改的要求，逾期1天将
被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处罚，上不封顶
的处罚管理手段。

海口严管重罚违停车辆

违停影响交通一律拖移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针对海口市路边违法停车的乱
象，该支队不断加大处罚力度，对违法停放影响交
通的车辆将一律拖移现场。据悉，今年5月以来，
海口交警拖移违法停放车辆已达102辆。

据介绍，随着海口市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各种
道路交通管理问题不断涌现，违法停车就是其中
之一。说到违法停车，可能很多人都收到过违停
处罚通知单，一般处罚就是罚款，但现在如果在海
口市路边违法停车，收到的可就不是一张单子
了。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加大处罚力度，对
违法停放影响交通的车辆一律拖移现场。如果市
民发现车辆被拖移了，可以拨打海口交警指挥中
心电话66796624咨询。

三亚警方打掉一盗窃团伙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林诗婷 特约记

者罗佳 通讯员陈顺星）近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
分局成功打掉一流窜盗窃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
员4人，查扣作案工具一批。

据悉，去年以来，三亚市海棠区多处建筑工地
建筑材料被盗，导致工地无法正常开工。针对这
一情况，三亚警方夜间加强了对辖区内建筑工地
的巡逻防控。5月18日4时许，三亚市公安局海
棠分局便衣组巡逻至某建筑工地时，发现一辆形
迹可疑的商务车，便衣民警立即对其进行跟踪，最
终在三亚绕城高速公路上成功截停该商务车，当
场抓获陈某峰（男，40岁）、吴某良（男，37岁）、吴
某明（男，35岁）、养某文（男，28岁）等4人，查扣作
案工具一批。

经审讯，陈某峰等4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
了近年来流窜于三亚、儋州等地的建筑工地，结伙
盗窃工地建筑材料，作案达16起的事实。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三亚市公安局
海棠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 本报记者 良子

近期有网民热议一款名为“蓝鲸”
的死亡游戏，称此款游戏刺激、暴力，
吸引了一些未成年人加入其中，然而
这款游戏实则是诱导青少年自残甚至
自杀，对于青少年危害极大。

“蓝鲸”死亡游戏到底是个什么游
戏？真如网民所言那么可怕吗？

据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蓝鲸”是发源于俄罗斯的一种

自杀式死亡游戏，游戏鼓励玩家在50
天内完成各种残忍伤害自己的任务。
因该款游戏是诱导青少年自残甚至自
杀，危害极大，所以，目前包括英国、阿
根廷、墨西哥等在内的多国都发布警
告。这个自杀游戏，随着社交媒体的
传播，目前已经蔓延到中国，出现了带
有“蓝鲸”、“4：20叫醒我”等字眼的
社交群。

“未成年人常常是出于好奇或寻
求刺激接触到此款游戏，目前在北京、
四川、广东等地有些学生加入死亡游
戏QQ群，家长要高度重视。”该负责
人说。

据介绍，“蓝鲸”死亡游戏开始前
玩家须提供个人信息，并按游戏规则
完成任务，如在早上4点20分起床观
看恐怖电影，并用刀将蓝鲸的图案刻
在自己的皮肤上等内容。

“此款游戏充满暴力，一旦上瘾很
难停止。”该负责人介绍，加入游戏群的
玩家一般会被要求提供“有力证明”，如
女性玩家会被要求提供裸照，男性玩家
则会被要求提供实名信息及家庭地
址。一旦玩家想要中途退出，会被“组
织”威胁放出裸照或者骚扰家人，或将
个人信息公布在网上，国外已有青少年
受其蛊惑，导致自杀。

据介绍，广东湛江警方近期刑拘一
名组织“蓝鲸”死亡游戏的17岁男生，
该QQ群组有群成员500人，群组聊天
内容煽动群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残。

近日，在四川攀枝花有家长向派
出所反映，辖区内有学生在互联网上
玩“蓝鲸”游戏。接报后，为防止“蓝
鲸”潜入学生群体，公安机关连夜开展
工作，展开摸排调查，并向辖区学校致
函，要求校方高度重视此事，加强学生
的思想教育。

“现在网络发达、传播快，家长
们要注意，务必留意孩子的QQ群等
通信群！”该负责人说，家长要警惕孩

子手机里是否有类似“蓝鲸”、“4：20
叫醒我”等字眼的社交群，若孩子有
奇怪举动，要立即终止孩子玩此款游
戏，并立刻报警！

“‘蓝鲸’死亡游戏涉嫌组织、教唆
他人自杀自残，属违法行为！游戏需
有度，越线会违法。”海南警方特向广
大网友警示，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组
织、教唆、引诱他人参与“蓝鲸”死亡游
戏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严
惩；并呼吁广大网友积极提供线索，如
发现有疑似参与“蓝鲸”死亡游戏的行
为请立即向当地派出所举报。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李
磊）为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
尤其是解决女性刑释人员“就业难”
问题，今天下午，省监狱管理局与海
口市妇女联合会经协商，委托海口某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无偿为海南省某
监狱女性服刑人员举办SYB创业培

训班。
据了解，大部分女性服刑人员受

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缺乏，刑满释
放之后，再加之社会及用人单位对
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歧视心理，再
就业相对困难。由于缺乏稳定工
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再犯罪的

可能性增加，进而也会带来一系列
后续问题。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
不高，女性法律意识淡薄，在自身权
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利用正当合法
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容易走上犯罪
的道路。

培训于今天在省某监狱开班，共

开设2个班，培训60名即将刑满释放
的女性服刑人员。培训活动旨在提
高女性服刑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创业
技能，帮助其重新规划人生，解决就
业困难的问题，使其刑满释放后能更
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减少再犯罪率。

降低再犯罪率，解决刑释人员“就业难”

我省对60名女性服刑人员进行创业培训

陵水：雷电大作
宛如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