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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811号

申请执行人付国云与被执行人海南华义实业有限公司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诉讼阶段，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 琼0105 民初49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海南华义实业有限
公司协助付国云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29-1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27号)华秀大厦B座1602房的房
屋所有权(房产证号: HK150797)转移登记至付国云名下。因被
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强
制执行将上述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
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联系人：薛莹婕 联系电话：0898-68626452

在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高健壮与被执行人赵开强、赵小

艳名誉权纠纷一案中，因赵开强、赵小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赔礼道歉义务，现将判决内容公告如下：

赵开强、赵小艳停止侵犯高健壮名誉权的行为，并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名为“拾月微澜”的新浪微博(用户名:

15289900607)在2016年7月发布的大量微博，以“淡淡烟幕”

为名、QQ号为561249543在QQ空间发布《关于海口市纪委

工作人员高健壮放高利贷、伪造证据的举报信》)。删除通过用

户5330842800(UID:5330842800)的博客在2015年7月23日

11时49分53秒发表的《控告书》及通过会员名为惠阳欧伯

(UID3046607250)的博客在2015年7月25日20时5分27秒

发表了《举报书》。

以上所发布的文章捏造了大量的事实，文章所声称的高健

壮以公职人员身份放高利贷，勾结黑社会、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伪造证据等内容均系赵开强、赵小艳污蔑伪造。以上所发

布的文章还严重泄露了高健壮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单

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私人电话号码、银行卡号、财产状况。

赵开强、赵小艳利用网络发布微博、文章借检举、控告之名侮

辱、诽谤高健壮，给高健壮造成了严重的名誉损害。因赵开强、

赵小艳拒不履行赔礼道歉义务，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7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399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3992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4月29日10时至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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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文城
镇文新南里17号(原文城镇公园路)建筑面积为3063.44 m2的房地
产，起拍价:15230800元，竞买保证金:300 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4月22日起至2019年4月26日16时止
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自行前往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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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竞
买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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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经中国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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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分公司保亭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3年06月19日；负责人：蔡
亲正；机构住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南环路与桃
源路交口南国雨林住宅小区4号楼第二层；邮政编码：572300；联
系电话：0898-83603192；机构编码：000018469029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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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分公司
保亭营销服务部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3HN003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公告期为：2019年3月27日至2019年4月10日。对竞买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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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
话：66558038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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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月27日

序
号

1

2

车牌号

琼AGF379

琼AP8153

厂牌型号

丰田佳美JTDBE30K743
（小型轿车）

尼桑牌2N1032U2G3
（轻型普通货车）

登记日期

2012.08

2009.05

挂牌价
（元）

50500

37800

保证金

10000

10000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

牌方式出让编号为WZSJS-2018-26号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五自规告字〔2019〕2号

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WZSJS-2018-26地块符合净地条
件确认书》（五府函[2019]76号），说明上述宗地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
表，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
水、通电、通路等，已完成土地评估，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无法律
纠纷。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
本次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
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 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19年3月 27日
至2019年4月 24日17时前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查询和获取《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
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出让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
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19年3月27日上午8时30分至2019年4
月24日下午17时。（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须将保证金存入五指
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入账为准）。竞得人的竞买保证
金将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或抵作土地出让金。未竞得人的竞买
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45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19年4月24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9年4月16日8
时30分。截止时间：2019年4月26日16时。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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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一）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

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
3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三）
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招标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
税费，竞得人须按有关规定缴纳相关税费。（五）鉴于宗地处于地质灾
害易发区，在项目建设前须做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有
效措施预防地质灾害，该项目用地须按规定完善有关环保审批手续，
否则不得动工建设。（六）挂牌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
书》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七）竞得人须在公示
期满10个工作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八）土地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250万/亩、年度产值为200万/
亩、年度税收为8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后2年内。上述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竞得人须按照指标开发建设。对违反《准入协议》约定的将
追究违约责任。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86622196 68551218
联 系 人：陈先生 林女士
联系地址：五指山市沿河东路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nmarket.com/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27日

地块编号
WZSJS-2018-26

土地位置
市通畅路

土地面积（平方米）
1809.4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建筑最高层数≤9层（36米）

出让年限
40年

保证金
291.5万元

起始价
291.5万元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3-12-1地块规划指标更正、项目规划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C-3-12-1地块位于龙昆南路面前坡村，属于海南恒瑞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土地，因规划指标与原审批情况不一致，经专题研究，拟按控
规调整更正程序对C-3-12-1地块规划指标进行更正以及项目规划
变更方案。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3月27日至4月10日）。2、
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
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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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27日

根据本人与海南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 0000 5787 08785B，法定代表人为崔钦淼，以下简称海南亿城公
司）的股东崔钦淼、李玉洁两人于2017年1月5日签订的《股权及项目
转让协议书》，崔钦淼、李玉洁两人已将其持有海南亿城公司的100%
股权转让给本人，现双方正在协商办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因海南亿城
公司与海南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公司联合开发位于海口市铁龙路的
兰馨花园项目（曾用名亿城.江湾绿洲），为了保护与海南亿城公司（包
括兰馨花园项目）相关的所有债权人、债务人、利害关系人以及股权转
受让双方的合法权益，现特依法公告如下：1、凡与海南亿城公司（包括
兰馨花园项目）相关的所有债权人、债务人、利害关系人，包括工程施
工总（分）包人、施工班组或农民工、工程材料供应商、购房者、出借
人、员工等等，请务必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债权凭证
（包括合同、结算单、付款凭证、送货凭证等）同时向股权转受让双方
进行书面登记，以便股权转受让双方进行核实确认。逾期未前来登记
主张权利的，视为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海南亿城公司将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2、债权债务登记地点：海口市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五楼
A501房。3、联系人：股权受让人代表张昌，电话：15109838376；股权转
让人代表崔钦淼，联系电话：18939525555、17789795879。特此公告。

股权受让方：张泰超 二0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海南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含兰馨花园项目）的债权债务登记公告

招租公告
我司拟对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与长秀路交叉口一栋商业楼整

体招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租单位：海口海旅文化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二、项目概况：已建成一栋四层商业楼（现状为毛
坯），地上总建筑面积4854.71m2（计容面积4273.47m2），地下总建筑
面积3200.1m2，地下车位78个；项目拟打造成为中小型总部经济联
合办公场地。三、招租要求：（1）租期10年，第一年租金不低于86元/
m2/月（按计容面积计租），之后按每三年5%递增；（2）中标单位承担

标的物的装修改造费用，公共区域的装修、设备购置等的投资成本，
按实际租期逐年抵扣租金；（3）中标单位装修过程中需遵守相关建设
程序，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及周边居民关系，解决相关投诉，承担相关风
险责任；（4）标的物装修完毕，根据业主需求，须返租不低于2000m2给
业主或业主指定单位，返租的租金上浮不得高于30%；（5）竞标单位需
带初步方案投标；（6）竞标单位需为海南总部经济引进大型企业，保证
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入驻。四、报名时间及联系方式：（1）报名截止
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2）联系方式：海口市滨海大道173号，黄
先生13876246767。

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25日正式承认以色列
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和俄罗
斯随后表示反对，叙利亚、巴勒斯坦、
约旦、土耳其、阿拉伯国家联盟等中
东国家和组织也表示强烈反对，警告
此举或引发地区局势新动荡。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到访的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并签
署公告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
的主权。公告称，美方这一决定是因
为伊朗和真主党等组织在叙利亚南
部采取行动，试图把戈兰高地变成对
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场所。

特朗普对媒体说，美以关系牢
固，做出这一决定是“早有此意”。内
塔尼亚胡称美方这一决定具有“历史
性”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
言人表示，戈兰高地的地位并未改
变，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已反
映在安理会相关决议中。

叙利亚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坚
决反对特朗普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

兰高地的主权，认为此举是“对叙利
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说，特朗普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
地的主权无视国际法准则和安理会
决议，可能导致中东地区出现新一轮
紧张局势。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表示强
烈反对。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声明
中强调，任何不经联合国安理会、联合
国大会的决定都不具有合法性。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说，这一决
定不可接受，土耳其坚决反对。这一行
为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再次无视，将阻碍
中东和平进程，增加地区紧张局势。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
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实施控
制和管辖，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
会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联合
国安理会1981年通过的第497号决
议明确表示，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
和行政机构强加于戈兰高地的决定是

“完全无效的，不具国际法律效力”。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此时做出外
交立场的转向性决定，与即将到来的
以色列大选不无关系，也有其自身考
量，此举将对中东局势带来重大影响。

转变立场
公告称，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因

为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在叙利亚南
部采取行动，试图把戈兰高地变成对
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场所。

美国25日的决定改变了其过往半
个多世纪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这是继
2017年底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承认耶路
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在次年5月将其
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后，美国再一
次立场鲜明地为以色列“站台”。

特朗普对媒体说，美以关系牢
固，做出这一决定是“早有此意”。内
塔尼亚胡则称美方决定具有“历史
性”意义。

以色列定于4月9日举行议会选
举，内塔尼亚胡矢志连任总理，但面
临巨大压力。美国舆论认为，内塔尼
亚胡选择此时访美，旨在向选民展示
其与美国领导人的“铁杆”关系，而美
国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表态无疑是
为其竞选连任送上的一份“大礼”。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东问题
专家阿伦·戴维·米勒表示，承认以色
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是特朗普为
内塔尼亚胡打出的绝佳“竞选广告”。

有分析人士指出，自特朗普上台
后，美以关系迅速升温，以色列在美
国的中东战略尤其是遏制伊朗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此举是为了

进一步稳固两国关系。
而在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看

来，特朗普政府“力挺”内塔尼亚胡的背
后，与其说是战略思维的考量，不如说
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犹太裔选民。

加剧动荡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戈兰高地

问题上站在以色列一边无疑会严重
影响中东地区局势，将导致叙利亚与
以色列关系更加恶化，而且会刺激中
东地区的反美、反以情绪，带来更多
动荡和流血冲突，巴以和谈前景也因
此变得更加黯淡。

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反
对特朗普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
地的主权，认为这一做法是“对叙利
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阿
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发表声明

说，特朗普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是
无效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对媒体说，美方的做法可能导致
中东地区出现新一轮紧张局势。

美国务院前中东事务高级官员
韦恩·怀特认为，未来中东地区的武
装分子向区域内的美国人或是美国
大使馆发动袭击的几率将增加。

此外，美方的这一决定也会加剧
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目前美国政界
对于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意见
不一，部分议员明确反对美国与内塔
尼亚胡政府“捆绑”在一起。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对记者表示，未来美国
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党派分歧或将更
加严重。

（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 记
者刘晨 朱东阳 刘品然）

3月26日，在加沙城，巴勒斯
坦人查看以色列军队空袭后的建筑
废墟。

以色列军方25日傍晚开始对
加沙地带多处目标实施空袭，以报
复当天早些时候特拉维夫市附近遭
火箭弹袭击。

以军空袭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
亚的办公大楼等地点。以色列军方
称，以方正计划对加沙地带发动更大
规模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发

特朗普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国际社会和一些中东国家强烈反对，警告美国此举或引发地区局势新动荡

美以“哥俩好”中东添动荡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实施报复性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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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首次试射
“两连发”陆基拦截弹

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国防部导弹防御局25日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首
次试射了“两连发”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拦截弹，成
功摧毁了一个模拟“威胁目标”，验证了该系统对
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

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发布消息说，美军
当天从位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
里根试验场发射了一个模拟洲际弹道导弹威
胁的飞行器，分析各类传感器对该目标的实时
监测数据后，又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
地发射两枚陆基拦截弹，两个发射地点相距超
过6400公里。

测试中，一枚陆基拦截弹摧毁了太空中的
飞行器，另一枚拦截弹观察了拦截过程，并精
确击毁了飞行器被击中后留下的残骸，以确保
将其完全摧毁。初始结果显示，测试达到了既
定要求，项目官员将基于遥感数据等继续评估
测试结果。

“这是连发的陆基拦截弹首次拦截复杂的洲
际弹道导弹威胁目标，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美
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局长、空军中将塞缪尔·格里
夫斯说，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完全按设计运行，测试
表明美国拥有能阻击真正威胁的武器，有能力完
成任务且令人信服。

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是美国一体化反导系统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防御美国本土可能遭受的
洲际弹道导弹袭击。陆基拦截弹是陆基中段防
御系统的拦截武器，由助推火箭和外太空杀伤
飞行器组成。

2017年 5月，美军首次对陆基中段防御系
统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进行测试，并获得
成功。

3月2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特梅尔（右）
离开巴西联邦警察局。

巴西联邦法官安东尼奥·阿提耶25日签署判
决书，要求巴西联邦警察局立即释放处于预防性
监禁状态的前总统特梅尔等人。特梅尔随后被释
放。 新华社/法新

巴西前总统特梅尔被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