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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东方瑞迪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定于2019年3月27日上午

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
源风情酒吧一条街B吧别墅，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91561号，
建筑面积1542.7m2，该别墅面临大海。参考价人民币3610万元，竞买
保证金400万元。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2019年3月26日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9年3月25日
16:00止，以款到账为准。请有意者到我公司了解详情，交纳竞买保证
金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电话：
0898-31355988 13707589398。网址：www.typm.com

海口市文明东路172号701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3HN002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文明东路172号
701房，房屋建筑面积为104m2，挂牌价格为80万元。公告期：
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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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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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5日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
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

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租赁
期限为两年。

3、公告期：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28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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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孙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 月15日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
际中心28层514.16平米房产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
际中心28层410平米房产
海口市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
际中心34层128平米房产

建筑面积（m2）

514.16

410

128

挂牌底价/第一年租金（元）

203608

162360

46080

保证金（元）

60000

40000

20000

最小加价幅度(元)

2000

1000

500

限时竞价时间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午9：30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午9：45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午10：0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1903HN003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符卓健

黄志平

海南绿岛软件有限公司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海口贵鑫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赛固鞋业有限公司

三亚曜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淅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亿威园艺机具有限公司

海口秀英士光白蚁防治中心

深圳市丹诺艺术配饰有限公司

海南莱特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深圳市骆丹建筑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海南数字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天砚房地产公司咨询有限

公司

债 务 公 告
洋浦古盐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需对本公司

账上的债务进行清理（原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半岛置业分公司

分立后债务），请以下与我公司存在合法债务关系的公司、企业

和自然人，于本公司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合法手续到我

公司计划财务科进行登记，以便我公司审核并依法处理。如逾

期，我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古盐田高尔夫俱乐部

联系人：魏老师

电话：0898-36998203

洋浦古盐田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单位名称如下: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3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
积3479.0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477.09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8年12月24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
具了《关于吉阳镇镇区控规D-13地块3479.08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说明吉阳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3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
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
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

根据原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8〕10号文件，控规D-13地块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三自然资告字〔2019〕4号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吉阳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D-13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
性质为加油加气站用地(用地代码：B41)，拟规划建设加油加气站项目，
无对应产业类别，因此该宗地不设出让控制指标。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和完善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五网）的需要，竞买人需
承诺：如竞得该宗地土地使用权，须优先保障三亚市区域内市政应急
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能源供给。同时，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
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会展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
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该宗地竞买人资质
由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
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
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811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
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9年 3 月 15 日至2019年 4 月 12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
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
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

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4
月 12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4 月 12 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9年 4 月 5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4 月15 日
10时3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
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
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者为竞
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
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
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
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
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
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5日

控规编号

D-13
合计

土地面积
（m2）
3479.08
3479.08

用地规划性质

加油加气站用地(用地代码：B41)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0.30

/

建筑高度（m）
≤12
/

建筑密度（%）
≤30
/

绿地率（%）
≥30
/

评估单价
（元/m2）
3882
/

评估总价
（万元）

1350.5789
1350.5789

规划指标

将对占总进口额87%的商品免除关税

英国公布临时关税措施
应对“无协议脱欧”可能

据新华社伦敦3月13日电（记者杨晓静 孙
晓玲）英国政府13日宣布，如果面临“无协议脱
欧”局面，英国将推出针对绝大多数进口商品免除
关税的临时措施，旨在尽量降低企业和消费者成
本，同时保护脆弱行业。

根据这项临时关税措施，一旦英国出现“无协
议脱欧”，英国将对占总进口额87%的商品免除
关税，即实行零关税，但对部分农产品、汽车等商
品保留关税，以确保本国相关行业的稳定。

英国政府强调，该关税免除为临时性措施，适
用期最长可达12个月，政府将密切关注其对英国
经济的影响，并对更为长久的关税方案进行全面
磋商和评估。

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决定

反对英国在任何情况下
“无协议脱欧”

据新华社伦敦3月13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13
日投票决定，反对英国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当日经过辩论，以312票支持、
30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反对英国
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的修正案。

随后，议会下院再次投票，以321票支持、
27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
动议，正式明确议会反对英国“无协议脱欧”。当
日，议会下院还投票否决了一项要求将英国“脱
欧”日期推迟至5月22日的修正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3日电 （记者周舟
孙丁）美国联邦航空局13日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
运营的所有波音737 MAX型号飞机暂时停飞，
并暂时禁止该型号系列飞机在美国领土上运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他将下令美国停飞
波音737 MAX 8和737 MAX 9型飞机。美
国联邦航空局随后发表了暂时停飞737 MAX型
号飞机的声明。

根据这一声明，联邦航空局的这一决定基于
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当天上午获得的“经过最新
处理的卫星数据”。在对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空
难进行进一步调查期间，该禁飞令将维持有效。

美国暂时停飞
波音737 MAX型号飞机

这是3月13日在美国芝加哥米德韦国际机场
拍摄的波音737 MAX 8型飞机。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
者胡浩 杨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日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
纪录》指出，美国2018年的中期选
举竞选开销巨大，选举沦为金钱游
戏，“黑钱”和腐败现象严重，政治人
物腐败案件屡见不鲜，政府成为富
豪代言人。

人权纪录说，美国政治响应中
心2018年11月指出，此次中期选
举共花费52亿美元，比2014年增
长35%，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中期

选举。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8
月报道，公众普遍认为美国选举是
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业、富人和特
殊利益集团俘获。赢得一个参议院
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
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平均至少要花
费150万美元。选举过程中存在大
量“以金钱换选票”的舞弊现象。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政府成为
富豪代言人，政治人物腐败丑闻层
出不穷。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
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

2018年5月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内
阁成员的财富总额达43亿美元。

人权纪录显示，民众对美国政
治持悲观态度。皮尤研究中心
2018年4月公布的一项针对美国
民主和政治体制的调查显示，53%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没有做到“尊重
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新闻周刊》
网站6月 26日报道，民意调查显
示，5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的
民主“很薄弱”，68%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的民主正在“变得越来越弱”。

美国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胡浩 王爱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
日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指出，美国暴力犯罪案件频发，涉枪犯
罪猖獗，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监听活动
肆无忌惮，新闻自由徒有虚名。

人权纪录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8年9月发布的《2017年美国犯
罪报告》显示，美国2017年共发生
暴力犯罪案件1247321起，谋杀案
件17284起、强奸案件135755起、
严重暴力伤害案件810825起、抢

劫案件319356起。72.6%的谋杀
案件、40.6%的抢劫案件和26.3%
的严重暴力伤害案件为涉枪案件。

人权纪录说，美国新闻自由遭受
前所未有打击，记者的合法采访权遭
受侵犯。国际非政府组织“第十九
条”网站2018年5月2日报道，美国
的新闻报道环境进一步恶化，记者遭
到攻击、搜查、逮捕、边境拦截以及被
限制发布公共信息等情况时有发
生。美国政府不断公开、激烈指责媒
体和记者制造“假新闻”，营造一种恐

吓和敌意的氛围。《哥伦比亚新闻评
论》网站2018年1月报道，2017年，
美国共逮捕记者34人次，其中9人被
控重罪；15名记者的设备被没收，44
名记者遭到人身攻击。

人权纪录还指出，美国宗教不宽
容言论甚嚣尘上，网络监控侵犯个人
隐私权。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
局和中央情报局恣意收集和搜查民
众的国际电子邮件、网络电话和聊天
记录已经司空见惯。大批游行示威
民众遭到逮捕，监管人员滥用暴力。

美国公民权利屡遭践踏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
者黄玥 程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
日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指出，美国推卸国际责任，肆无忌惮
地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
不断上演“退群”戏码，恃强凌弱，海
外军事行动导致人权灾难，成为国际
社会普遍谴责的“麻烦制造者”。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不顾多年
来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呼吁，违
背承诺继续运行臭名昭著的关塔那
摩监狱。大部分被关押在关塔那摩
监狱的人都未经审判。据《洛杉矶
时报》网站报道，一名被误认为是极
端主义分子的巴基斯坦人，未经审
判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长达14
年之久，屡遭酷刑折磨，身体和精神
遭受严重损害。

人权纪录援引联合国统计数
据，2018年前9个月美国在阿富汗
的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已经
超过200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

人权纪录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2018年4月14日报道指出，
美国联合盟友在没有确凿证据且未
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
打击叙利亚政府化学武器设施之名
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人权纪录援引美联社2018年
11月14日报道指出，美国在也门
发动的无人机战争已有16年，造成
大量平民伤亡。仅在2018年的一
次无人机袭击中，至少有30名死者
是平民。统计显示，2017 年和
2018年美国已经进行了176次无
人机袭击，死亡人数则高达 205
人。美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评论说，

“美国支持发动的战争使也门成为
人间地狱”，“每个平民的死亡都有
美国的印记”。

人权纪录称，美国悍然宣布退
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专家称
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防止
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导致人权灾难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黄玥 傅双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
日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指出，美国政府污蔑和暴力对待移
民，不人道的移民政策强制儿童与父
母分离，寻求庇护的妇女、儿童惨遭
虐待和性侵，儿童死亡事件令人震
惊，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严厉谴责。

人权纪录援引英国《独立报》网
站2018年 5月23日报道指出，美
国边境执法人员虐待寻求庇护儿童
的案件数量惊人增长。有116起虐
待寻求庇护儿童的事件被披露，涉
事人员被指控对5至17岁的儿童
进行身体、性或心理上的虐待。

人权纪录称，2018年11月28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联合
声明批评美国政府高层违反国际人
权标准、发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言论并采取相关行动，对移民和难
民进行污名化，将其视为罪犯和“传
染病”，从而助长不容忍、种族仇恨
和排外情绪，营造对非白人充满敌
意的社会环境等。

人权纪录援引《纽约时报》网站
2018年 5月 12日报道，美国政府
2018年4月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
边境执法人员在逮捕非法入境者时，
强制将其未成年子女另行安置，导致
至少2000名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

人权纪录援引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2018年6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声
明称，美国政府强制将数千名移民
儿童与父母分离并羁押，违反国际
人权标准。针对儿童的惩罚性措施
严重影响其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构成酷刑。利用儿童来阻止非正
常移民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政府污蔑和暴力对待移民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
者胡浩 杨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
日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指出，美国长期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
少数种族选举权遭到限制，执法司法
领域种族歧视未见改善，仇恨犯罪猖
獗，少数种族处于极度不利地位。

人权纪录说，美国系统性种族
歧视遭到联合国批评。联合国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有关报告指出，美
国社会长期存在白人至上、煽动种
族歧视和仇恨言论等现象。美国政

府未能明确拒绝和遏制有关种族主
义暴力事件和示威，包括总统在内
的政府高官宣扬仇外的民族民粹主
义言论，利用纸质媒体和社交媒体
发表种族主义和仇外言论。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少数种族
选民的选举权被剥夺，非洲裔因肤
色而成为警方枪击的无辜受害者，
少数族裔遭受司法歧视，涉种族歧
视的仇恨犯罪再创新高，金融领域
种族歧视严重。

人权纪录还指出，非洲裔经济

状况堪忧。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网
站2018年2月发表的评论文章指
出，非洲裔家庭财富中位值是白人
的十分之一。非洲裔的失业率长期
维持在白人的2倍左右，贫困率是
白人的2.5倍。种族歧视导致种族
健康差异。《赫芬顿邮报》网站2018
年2月报道，非洲裔患癌症、中风、
心脏病等十大致死疾病的死亡率明
显高于白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由于个体和制度层面的歧视导致了
这种健康上的种族差异。

美国种族歧视变本加厉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吴晶 贾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
日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
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
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
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
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
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字。美国侵

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13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
人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个
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
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们
对2018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
视便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
的美国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
迹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双

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年美国共

发 生 涉 枪 案 件 57103 件 ，导 致
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其中
未成年人死伤3502人。2018年美
国发生94起校园枪击案，共有163
人伤亡，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案
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
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1%
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38.6%的财

富，而普通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入
水平持续下降。近半美国家庭生活
拮据，1850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
中。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2.5
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2倍
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
致使骨肉分离。美国政府2018年4
月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导致至
少2000名移民儿童被迫与家人分
离。边境执法人员虐待、性侵未成

年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空

见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24小
时运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
邮件、脸谱网消息、谷歌聊天、Skype
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
网站的报道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此
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自身受
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美国人权纪录劣迹斑斑 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