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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2016）琼执恢1号

本院定于2017年10月18日10时0分起，在淘宝网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吉林粮食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海南颐和养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31%股权。起拍价为19200
万元，保证金为1920万元。标的物说明：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以现状
为准，本院不保证拍卖财产的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有意竞
买者可到海南颐和养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情况，未实地
了解情况的竞买人视为确认本标的物现状，责任自负。相关人员
权利：本案当事人、优先购买权人等人员均可依法参加本次竞拍。
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本次竞拍的，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提交或提交
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未尽
事宜及公告详情，请见本院将在淘宝网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
台上发布的拍卖公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28日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英州营销服务

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2年1月17日；负责人：

高珊珊；机构住所：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英海大道73号二楼、75

号二楼；邮政编码：572427；联系电话：0898-66742113；机构编

码：000018469028002；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

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

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

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
英州营销服务部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17年9月27日9：3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

拍卖位于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芙蓉花园铺面：

参考价：2.8万元/m2。竞买保证金40万元/套。承租人有优先
购买权，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需交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否则，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
前一天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
9月26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
不予办理。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地址：海口市蓝
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网址：www.ronghepm.com

序号
1
2
3
4
5
6

二期G栋铺面
22号
23号
25号
26号

一期C栋31号铺面

面积（m2）
129.75
132.69
132.16
129.75
126.27

土地房屋权证
三土房（2010）字第05735号
三土房（2010）字第05736号
三土房（2010）字第05737号
三土房（2010）字第05738号
三土房（2009）字第07738号

22号23号、31号已出租，租金分别为24万元/年、15万元/年。

拍卖公告
文昌市人民法院在淘宝网拍卖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汇昌路

汇昌商业街A幢505房（房证号为文房证字第23376号、建筑面
积为130.56平方米）,该房产位于市中心,2007年房产证。

网络拍卖时间：2017年9月26日10时至2017年9月27日10
时止。起拍价：38.688万元，保证金：6万元，增价幅度：500元。

看样以及接受咨询时间:自2017年 9月11日 10时起至
2017年9月26日10时止。统一看房时间:2017年9月21日上
午与文昌市人民法院联系或联系邓先生13707586751，吴经理
15607665092。

付款方式以及过户税费的承担等详见淘宝网拍卖公告。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
2017年9月11日

商住楼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

琼海一公司被罚3万元
本报嘉积9月11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樊

骁）琼海市木材公司商住楼未经消防验收便擅自
投入使用，今天，琼海消防支队责令其停止使用，
并处以3万元罚款。

近日，琼海消防支队消防监督员在开展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中发现，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龙利坡的琼海市木材公司商住楼未经消防验收
擅自投入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针对此情况，琼海消防支队
责令琼海市木材公司停止使用商住楼，并对其处罚
3万元。同时，消防监督员向该公司讲明了未通过
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危害性，要求公司责任人
立即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准备相关材料进行申报，在
手续齐全、验收合格后才可投入使用。

4名“善心汇”传销组织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吉顺）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近日经审查决定，依法以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利用“善心汇”平台
犯罪的祝某等4人批准逮捕。

经查，犯罪嫌疑人祝某、王某、黄某、李某为了
谋取经济利益，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打着“扶
贫救济，均富共生”的幌子，以高额收益为诱饵，积
极推荐多人加入该传销组织，以发展人员的数量
作为获取提成的依据，骗取大量财物。4名犯罪
嫌疑人在传销组织活动中，积极发展多人加入传
销组织成为其下线会员，对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
起着关键作用，其在传销内部组织传销的人员数
量及所处的层级达到刑事责任追究的标准，行为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因该案社会影响大，保亭检察院在办理该案
过程中，多次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
活动，引导侦查取证。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万城9月11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曾望）万宁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近日在接到缉查布控系统报警
后，在G98高速路龙滚互通口处拦截
一辆大客车，抓获一名涉嫌使用伪
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的违法男子。

9月7日晚上，万宁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开展夜查行动。当天零时许，缉
查系统报警，一辆涉嫌违法大型客车
经过卡口向海口方向开去，正在大茂

卡口缉查布控工作的民警接到报告后
立即火速拦截，终于在G98龙滚互通
口处将该车成功拦截，并将该车引出
匝道。

经检查发现，该车涉嫌伪造、变
造机动车行驶证，民警决定将该车扣
留继续审查。不过，该车上还载有
46名乘客，经了解，这些乘客是万宁
市南林、兴隆等地群众组成的旅游
团，准备去海口机场乘坐晚上的航
班出岛旅游。为了将车上的46名乘

客安全转移，民警和该旅游团导游
联系，派两部中巴车将车上乘客接
送到机场。民警将该车扣回大队车
场，并将该违法司机带回万宁交警
大队作进一步调查。

民警经审问了解到，该男子名叫
蓝某涛，据他交代，他买了这辆粤B牌
照的大型普通客车不到半月，该客车
是在三亚市从一李姓男子手中购买
的，总共花了18000元，该车行驶证
年检已过期，现在行驶证上的检验盖

章是伪造的。蓝某涛本人的驾驶证是
B2证，他所提供名为梁某强的驾驶证
（准驾车型A1A2E）是他捡到的，他把
梁某强驾驶证上的照片撕下，换上自
己的照片，并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驾
驶证，利用晚上接送游客赚钱。

目前，蓝某涛因使用伪造、变造
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被行政拘留15天。因所驾驶车辆涉
嫌非法营运，万宁交通部门对此另做
处罚。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邓
海宁 实习生庞诗雅 特约记者陈世
清 通讯员钟玲 李盛兰）记者从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优
化海口市国兴大道东段交通组织，缓
解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和通
行效率，今天起国兴大道与美苑路交
叉口开始正式实施全待行模式，并
同步开放国兴大道与美祥路交叉

口北进口左转交通。
据介绍，海口交警部门已于9月

9日、10日，利用周末时间在国兴大
道与美苑路交叉口试运行全待行模
式，并同步试行开放国兴大道与美祥
路交叉口北进口左转交通。经过现
场观察，两处路口试运行效果良好。

据了解，全待行模式实施后，可
以充分利用路口内的闲置道路空间

设置出一定长度的待转区和待行
区，使车辆提前进入路口等待，缩短
路口排队长度，有效消除直行和左
转车辆互相变道干扰；另外，通过设
置待行指示屏和指示牌，可以利用
其他方向交通流放行的时间间隙，
引导车辆提前进入待转区和待行区
等待放行，缩短车辆通过路口的时
间和距离，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和

通行能力。
现场交警表示，目前该路段的交

通调整刚开始施行，初期将有交警在
现场进行指挥引导，建议市民可通过
百度地图等交通软件关注路况，尽量
错峰出行，避开拥堵的路段，行驶时
注意看交通信号灯、电子提示屏、标
志标线、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安全
出行，文明出行。

载有46名游客的大巴竟是“黑车”
万宁一男子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被拘留

司机注意：海口国兴大道东段以后要这样走
国兴大道与美苑路交叉口实施全待行模式，国兴大道与美祥路北进口开放左转交通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 （见习记
者陈奕霖）“得再去看看，修好了才
能放心嘛。”今天上午，一场大雨过
后，三亚吉阳区南新农场80余岁的
退休职工黄日贵又拎着搅拌好的水
泥出门了，他来到南新居迎宾路一
条巷子中，将被雨水冲散的水泥一
点点填补好，确认雨水篦子已被固
定，才走回家。

将篦子拿起，清理排水沟边沿，把
水泥抹在缺口处，再盖上篦子，并用水
泥加固，一处安全隐患就被消除了
……耄耋之年，黄日贵依然默默地发
挥着自己的光和热。9月3日开始，他
每天会来到距离自家大约600米的南

新居迎宾路义务修缮松动的雨水篦
子，5天内已完成5处36个雨水篦子
的修缮。

“修缮松动的篦子，只需要花费我
个把小时，但是如果不修，有车辆或者
是行人掉进去就不好了。”黄日贵说，

“从自己身边的事做起，从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做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方便了
大家，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好，我也乐
在其中。”

“有时候中午太阳很晒，我就劝
他先休息一下，老人家还不乐意了。”
只要遇到黄日贵修缮篦子，网格员陈
丽梅都会主动上前帮忙。在她看来，
黄日贵有一副闲不下来的热心肠，不
仅平时会主动打扫街道，晚上出门丢
垃圾也会带着扫帚，将遗落在收集箱
周围地面上的垃圾清理干净，看到巷

子路面出现坑洼，他还会主动修补、
填平。

“路面坑洼不好看，修一下，路
面整整齐齐看起来才美观，都是小
事情。”黄日贵说。在他的带动下，
街坊邻居也积极投入到“巩卫”工作
中，主动落实好“门前三包”工作。
南新居居民张陆花说，看着黄日贵
老人忙碌的身影，她十分感动。

南新居巩卫办工作人员蔡德强
说，黄日贵老人以平凡的善举，传递着
文明、奉献的正能量，展现了南新居居
民“创文巩卫”以来，讲文明，树新风的
新风貌。“下一步，计划对黄日贵老人
的善举进行表彰，树立榜样，带动更多
人参与‘创文巩卫’，同时也要求网格
员主动做好工作，避免老人过于劳
累。”蔡德强说。

三亚南新居80余岁老人主动修缮松动篦子、修补路面坑洼、清扫路边垃圾……

发挥余热，他乐在其中
天涯好人

三亚一女医生被假校长
诈骗1万元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宇）三亚的一名女医生为让儿子进入一所重点小
学上学四处托人帮忙，后来一位自称是“重点小学
校长”的打电话给她说愿意帮忙，结果这名女医生
被骗了1万元。

三亚一家医院的医生陈某近日接到一个陌生
号码来电，对方自称是三亚某小学的校长，还能准
确说出她的名字。由于陈某的孩子到了入学年
龄，她最近正为其上学的事发愁，也正找朋友托关
系希望能进入该校上学，她心想可能是请托的朋
友已经把孩子上学的事告诉了该校长。

电话那头的“校长”让陈某到其办公室详谈，
但随后又告诉陈某办公室有两位领导在，自己想
给这两位领导送点礼，由于身上只有现金，领导不
敢收，需要陈某帮忙给其转1万元，等陈某到其办
公室再还现金。陈某听后立即用网银给对方指定
账号汇去1万元。事后，陈某回拨电话时发现对
方已联系不上，才发现自己被骗。

据了解，我省近期发生多起假校长诈骗案，骗子
冒充校长以帮孩子入学、转学或承包学校工程、帮助
学校购货品等名义对受害人实施诈骗。省反电信网
络诈骗中心提醒，市民要有高度的反诈骗意识，时刻
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这三不原则。

黄日贵正在修缮篦子。通讯员 蔡德强 摄

行李箱内藏有枪支、弹药

三亚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见习记

者陈奕霖 特约记者罗佳 通讯员苏
敏捷）男子外出洽谈生意，却忘记
了行李箱中有已故朋友所赠的催
泪枪及弹药，直至在机场过安检时
被发现……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公安
局凤凰机场分局获悉，该局近日破
获一起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查获
催泪枪1支，催泪弹5发。目前，犯
罪嫌疑人刘某钊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

据悉，9月2日19时许，凤凰机场
分局候机楼派出所接机场国内候机厅
安检站报称，男性旅客刘某钊的旅行
箱里携带疑似枪支物品，在过安检时
被工作人员查获。经警方审查，刘某
钊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违法事实供
认不讳。

据刘某钊供述，该枪为其已故的
朋友刘某于1987年所赠。其将枪支
视为贵重礼物，一直存放在家至
今。今年8月 17日，因更换居住地
点，刘某钊的家人在搬家收拾物品
时，翻出了这把手枪，并认为是非杀
伤性的仿制品，便随手放进行李箱
内。刘某钊称，事发当晚，其计划乘
坐三亚飞往绵阳的航班，去找朋友
洽谈生意，对行李箱里的枪支弹药
的情况并不知情。

随后，民警将查获的枪支、弹药型
物品送海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
行检验，根据鉴定意见，认定该查扣的
枪型物品为德国造 FBI8000 催泪
枪；认定查获的 5 发弹型物品为
8mmCS催泪弹。

9月3日，凤凰机场分局将此案立
为非法持有枪支案侦查，犯罪嫌疑人
刘某钊因非法持有枪支犯罪被依法刑
事拘留。

近日，在海口市海府路东湖天桥下，一位市民在新型环保果皮箱前丢垃圾。据了解，和传统垃圾
箱不同，这种垃圾箱箱体高约2米、宽约1米,环保果皮箱外观新颖别致、功能齐全，集地图、“双创”宣
传语等于一体。此外，箱体两侧设置有投烟头口，高度与人手持烟头的高度相近，其设计人性化，成
为街头一亮点。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新型环保果皮箱
现身海口

陵水一油坊失火
3人受伤

本报椰林9月11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 陈思国）今天10时08分，陵水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陵水椰林镇
中山路老市场一油坊着火，有2名群众被困。接
报后，陵城派出所、消防大队迅速赶赴火灾现场。
经过民警、消防官兵及群众的通力协作，迅速将大
火扑灭，成功救出2名被困群众。

据了解，起火建筑是位于椰林镇县中心市场
31号的一花生油加工小作坊，建筑层数为地上3
层。经初步调查，火灾事故起因系该作坊生产操
作不当，导致电动双层炒锅夹层破裂漏油，引发火
灾，火灾过火面积约30平方米，造成3人不同程
度烧伤，其中2人为该作坊的家属，1人为路过群
众。目前，伤者已送往三亚农垦医院接受救治。

事发后，陵水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召开事故处
置工作协调会，要求全力做好事件善后处置工
作；迅速成立联合检查组，做好事故原因调查及处
置工作；责成相关单位制定联合检查工作方案，对
全县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展开排查。

眼镜蛇钻进
海口一居民家中
消防队员用捕蛇器成功抓捕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计
思佳 见习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向恩
惠）9月10日23时36分，海口消防支
队119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海口
市美兰区新埠岛土尾村一居民家内发
现一条眼镜蛇。1小时后，消防队员
用捕蛇器将其成功抓捕。

接到报警后，海口消防支队指派
海甸中队调派1辆抢险救援车、5名消
防队员赶赴现场。23时42分，消防
队员到达现场，发现报警居民家内有
一条长约1米的眼镜蛇。随后，两名
消防队员做好安全防护后，利用捕蛇
器将眼镜蛇抓捕。

据屋主介绍，自己回家开门后的
一瞬间看到一条长长的眼镜蛇在门后
活动，“当时蛇不停在动，我不敢抓蛇，
怕蛇伤到家人，所以赶忙打电话报警
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