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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
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区）

工程建筑节能检测单位的公告信息
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搬迁安置区（灵山片区）工

程位于海文高速西南侧、灵山中学东南侧，项目拟按国家、地方颁布
的现行有效的检测规范和有关法规规定以及检测方案对住宅楼进
行建筑节能检测工作（原材料检验、墙体结构、屋面、地面节能工程、
门窗节能工程、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玻璃可见光透射性、遮阳系
数、门窗物理性能）。

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建筑节能检测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七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内附主体检查方案、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等）报至我司工程部。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
A栋二楼；曾工；18689655557。

关于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区中心幼儿园400kVA临时箱变安装送电工程公告信息
关于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

美兰区中心幼儿园400kVA临时箱变安装送电工程，该项目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与海府一横路交汇处，项目拟建临时施工用

电安装。

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施工单位，对该项目进行施工。请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内附报价函、营

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报至我司工程部。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黄工；15289869762。

海韵椰庄别墅区11号C型房屋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2HN011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国贸大道海韵椰庄别
墅区11号C型房屋，房屋建筑面积为419.28m2，挂牌价格为
7055316.8元。公告期：2018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1
日。标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www.e- jy.com.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
zy/）查询。

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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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
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2月1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36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 琼0106执恢184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1日10时至2018年12月22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南省海
口市国贸大道仙乐花园A幢902房，起拍价: 117万元，竞买保证
金:20万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14
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 2018年12月13
日下午16点至17点(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
月21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
人全部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
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粤0305执恢437号

本院将于2019年1月15日10时至2019年1月16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

户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

taobao .com/0755/06)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杨攀国名下的位

于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69号阳光西海岸小区B6栋101

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海房字第HK121030号)拍卖须

知、评估报告等详情可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或到本院咨询。

法院咨询电话:0755-86608287,承办人:杨睿;法院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26号。

二O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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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琼C5293挂（黄）遗失道路运输证，

证 号 ：琼 交 运 管 澄 迈 字

469023006206，声明作废。

▲冯宣豪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199605300412，现特

此声明。

▲海口美兰百利兴后安粉汤饮食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60108MA5T208R58，声明作

废。

合同解除公告
南班雅布伦（白沙）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由于你公司屡次违约，现根

据《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告通知

你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其

补充协议，限你公司于2018年12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我司办公地

点领取相关材料，联系人：甘双，联

系电话：15338926518地址：海口

市龙华区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

厦14楼。海南省南海现代渔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邀请儋州白马井国有工矿棚改

配套道路及10KV高压电缆改造

项目监理单位报名的公告
我司儋州白马井国有工矿棚改配

套道路及人民路10KV高压电缆

改造工程拟委托一家有资质的工

程监理单位负责本项目监理工作，

工程监理企业须符合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规范要求以及符合国家住

房和城市建设部颁发的资质标准

要求。项目详情和具体要求请于

月15日前将三亚泉源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恢复原状，法

定代表人变更为姚胜维，并于

2018年12月30日前清理山庄，逾

期不办，则视为你公司自愿放弃与

此事相关全部权益。特此公告

姚胜维

2018年12月10日

注销公告
文昌乐迪园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港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磨损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北架村委会江后

村村民小组法人代表黄良知印章

遗失，声明作废，即日起用新印章。

▲上海左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310116772866971D）遗失开具

给雅克设计有限公司的上海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发

票代码：3100152160，发票号码：

01587093，特此声明。

商务酒店租售
大致坡市中心华盛商务酒店
2236m2(共 6层36间客房，8简棋
牌室)售：4400元/m2，租：3万/月
魏先生 19946631911

出售海口精装写字楼
交通便利,国贸商业圈,龙华区国
贸路北京大厦26层，面积320m2，
价格优惠。
联系人:周先生15203658520
邵女士13619329802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梁颖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
证 号 码:460034198303144729，
特此声明。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日前，山东
省公安机关依法侦办一起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钟某峰、郑某冰、葛某高等10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罪、寻衅滋事罪等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10月4日至7日，山东省平度市
发生一起少数打着“退役军人”旗号的
人组织的聚集事件。期间，聚集人员
非法游行、示威、静坐，极少数人实施
暴力袭警、打砸车辆等严重违法犯罪
行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和重大经济
损失，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危
害。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参与此次严
重暴力犯罪的人员成分多样、背景复
杂，极少数有违法犯罪前科人员是此
次暴力袭警、打砸车辆的主要参与
者。其中，郑某冰此前因妨害公务罪、
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拘役和有期徒
刑，并因吸毒多次被查处；杨某青
2018年5月因涉嫌吸毒被查获；刘某
亮1989年因盗窃罪、销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2年；葛某高2010年因保险诈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成某2018年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经初步调查，9月30日至10月4
日，山东平度人员于某峰、栾某军、兰
某光等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串
联动员，策划国庆节期间以“旅游”名
义进京非法聚集上访。在当地党委和
政府解释、劝阻过程中，于某峰、栾某
军、兰某光等人相继在多个微信群内
发布“被殴打”等虚假信息并与王某
章等人联系，煽动“声援”。于某峰、
栾某军还故意“碰瓷”，声称遭到殴
打，后到平度市人民医院经CT等多
项检查，两人均未发现异常。期间，
王某章到医院录制两人被“打伤”就
医的不实视频，发布到微信群继续欺
骗、煽动到平度“声援”。

10月5日7时50分起，至6日中
午，青岛和山东其他地市及安徽、江苏、
河南、河北、辽宁等省市部分人员陆续
到达平度市人民会堂广场，人数增至约
300人。期间，聚集人员打标语、喊口
号、拉警戒线，并扛旗列队迎接“声援”
人员，引发群众围观、交通受阻。

串联过程中，王某启、季某敬、葛
某高、田某才、宋某士等人通过微信、
现场演说等方式，大肆煽动挑唆并扬
言要动用武力，“我们打死一个算一

个，多打死几个，震惊全国”。
5日14时36分、6日13时41分，

平度卢某寿、刘某礼等人雇车将张某
美专门购买的105根木棍，含长1.8米
的大锤把60根，长1.2米的镐把45根
和8箱共计16个干粉灭火器及一袋
腻子粉送至聚集现场。

聚集期间，平度市委和市政府先
后4次派党政干部主动沟通对话、现
场听取诉求，但聚集人员提出必须对
所有来平度“声援”人员给予经济补偿
等无理诉求，并拒绝离开现场。

10月6日14时36分，30余名聚
集人员越过警戒线到场外接应新来

“声援”人员时，现场执勤民警上前劝
阻。站在花坛上拍摄聚集现场的季某
敬将劝阻民警一同带倒跌落坠地，田
某才等人借机推搡殴打执勤民警，民
警及时采取措施，将其中8人带上现
场警用大巴车。

14时43分，钟某峰、郑某冰、葛
某高等带领约60名聚集人员，手持
木棍和灭火器从聚集现场赶过来，随
后疯狂实施暴力袭警、打砸车辆行
为。王某启和钟某峰等人首先持灭
火器向执勤民警和警用大巴喷射干

粉。随后，杨某青持木棍将大巴车窗
打碎，陈某等多人随即持灭火器向车
内喷射，并打砸大巴车，围攻殴打现
场执勤人员。由于受干粉喷射，车内
执勤民警和被带离人员呼吸困难，被
迫从车辆天窗口爬至车顶，现场聚集
人员仍不甘心，继续用灭火器喷射车
顶上的民警并投掷石块。在此过程
中，现场执勤民警始终规范文明执
法，保持了冷静克制。

这一系列暴力打砸行为，历时
11分钟，共导致34名执勤民警及群
众受伤，1部警用大巴、3部社会车辆
被砸毁。其中，青岛市公安局一名领
导干部头部缝合6针、两根肋骨和肩
胛骨骨折、脾脏挫裂、双肺挫伤；青岛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头部遭重
击致颅内出血，中枢神经严重受损，
构成重伤二级。

聚集事件对当地社会秩序和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104
家商场、超市、门店被迫关门停业，11
条公交线路960辆次公交车被迫调
整运营，多条道路无法通行，直接经
济损失达820余万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初

步锁定了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并对此次
事件中参与暴力袭警、打砸车辆、购买
凶器及组织煽动的相关涉案人员依法
传唤审查。对其中实施暴力打砸的骨
干人员、现场组织指挥的首要分子以及
煽动串联、提供犯罪工具的主要人员钟
某峰、郑某冰、葛某高等10人，公安机
关分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
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
事罪等，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表示，此次事件是极少
数不法分子藐视国家法律、挑战执法
权威，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实施的
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严重侵犯他
人人身权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
会影响。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绝对没有法外之地和法外之人。自觉
遵守国家法律、依法合理表达诉求、维
护社会正常秩序，是每一位公民的义
务和责任。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公
安机关都将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切实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人民
日报记者张璁 新华社记者熊丰）

公安机关依法侦办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10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给孩子报了一年近3万元的在
线课程，没上几次课，机构就跑了。”
近日，一位上海家长向媒体投诉称。

近年来，网络在线教育市场如雨
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然而，记者调查
发现，事实并不像机构宣传的那么美，
频频出现的突然停业和跑路事件背
后，是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的无资质办
学，资金不受监管，而超前、拔高的学
科类教育也严重误导了消费者。

现金流断裂机构跑路
工资被拖欠学费无法退

今年10月，微博上陆续有人爆料
上海理优教育停课跑路，致使员工工资
被拖欠、学员无法上课、费用无法退还。

一位家长向记者透露，已在理优
教育支付了5万多元的学费，其中近4

万元是今年8月在其大肆推销下二次
购入的。还有多位家长称，在机构老
师推荐下，学费以贷款形式支付。“企
业关门后，不仅上不了课，而且还要支
付信用卡分期还款。”

工商信息显示，上海理优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在上海闵行区
登记成立。公司主打小初高学生在线
1对1培训，宣称“由一线教师组成的
五星教师团队，均经过教研部层层选
拔，原公立校老师和培训机构五星讲
师强强联手。”

记者采访了解到，理优教育现有
4000多名学员，分布于全国多地，应
退学费超过千万元。记者日前走访公
司所在地，发现已人去楼空、大门紧
锁，客服电话也无法接通。

上海家长陶先生告诉记者，根据
公司此前贴出的停课停业通知，理优

是因为上海淘米网络科技公司对其进
行了民事起诉，公司账户被司法冻结
近1000万元，导致公司现金流断裂。

记者就此事件联系上海市教育部
门，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无资质加“超前教”
预交学费被挪用

培训机构动辄“玩失踪”暴露出
市场火热背后隐藏的风险。其中，预
售充值、分期付款、缺乏资质等问题
尤其普遍。

——预交学费被挪作他用。多位
家长反映，机构通常都要求预交一年
甚至三年的学费，而近年来已发生多
起培训机构把预交学费挪作他用导致
资金链断裂的事件。

——分期付款致使退款难。一

位理优教育维权家长告诉记者，在学
费支付方式上，更多人通过百度、富
盛、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借贷平台
进行分期付款。过程中缺乏对教育
机构办学、营业资质的审核，一旦出
现问题，消费者不仅退款难，还面临
征信风险。

——办学缺资质、热衷“超前
教”。多位教育培训行业内部人士透
露，当前全国范围内在线教育企业缺
乏办学资质比较普遍，较之线下培训
机构只会更甚。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吴遵民表示，教育行政部门严令校
外培训机构不准开展超前、拔高的学
科类及学科延伸类培训，但在线培训
却成了“漏网之鱼”，不少机构转战网
络进行超前授课，以逃避线下的严厉
监管。

建立全方位监管体系
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在线
教育培训存在“刚需”，但不能任由其
野蛮发展，必须尽快扎紧监管篱笆。

针对消费者财产权益的保护，专
家认为，需加快制定针对互联网教育
的专门法规和条例，建立从资质准入、
教育过程到事后监管的全方位监管
体系。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不
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
的费用”的规定，对在线培训机构做
出同样的明确要求；监管部门还应积
极探索建立专户管理、风险保证金制
度等，提高企业违规成本。

(据新华社上海12月9日电)

无资质办学，学费被挪用，热衷“超前教”
——部分在线教育机构乱象调查

12月9日，市民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一家农贸
市场买菜。

12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1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2%，涨幅
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11月份CPI同比上涨2.2%

12月9日，被白雪覆盖的乌镇景区。
受冷空气影响，浙江省桐乡市迎来大范围降

雪，千年古镇乌镇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小桥流水、
白墙黑瓦的江南水乡古镇，呈现出冬日雪乡的独
特韵味，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

千年古镇变身“江南雪乡”

据新华社天津12月9日电（记者周润健）记
者9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
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国家互联网应急
中心近日发现15个恶意扣费类的恶意程序变种，
这些恶意程序在用户未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给指
定SP号码发送订购短信，消耗用户手机话费。

这15个恶意程序变种包括《贪吃蛇大作战》
《速度与激情8》《愤怒的小鸟GO》《宅男的夏天》
《疯狂小野人》《登山飙车》《消灭星星》《天天贪吃
蛇》等。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全专家
介绍说，这些恶意程序变种会私自下载其他恶意程
序，创建桌面快捷键，诱骗用户点击下载安装，频繁
推送大量banner广告、通知栏广告、插屏广告、全屏
广告，以及在屏幕左侧常驻应用入口图标的广告。

记者注意到，被曝光的这15个恶意程序变种中，
有不少程序的名称带有诱惑性，如《嫩模女友》《蜜桃
直播》《帮学妹洗澡》《撕衣美女》等，而程序安装图标
上则是衣着裸露的美女，搔首弄姿带有明显挑逗性。

15个扣费类恶意程序变种被曝光
不少名称和安装图标带有诱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