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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289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8)琼01民初542号民
事判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执行申请执
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被执行人林钧、海南正
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口高新区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在诉前财产保全
中查封的海口高新区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8976.25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8)第011590号]、海口高新区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口市科园路10号高新区后勤服务综合楼(面积:7374.39平方

米，〔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28676号〕)、林钓名下位于
海口市世贸北路1号海岸壹号逸韵阁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HK185177号)、林钧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路68号利亨花
园 1- 2 栋利亨阁 1606 房 ( 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214495号)。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上述不动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不动产权属有异
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土地。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谭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20389、0898-66753852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8月23日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9年8月30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海国用（2002）字第143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

下土地使用权之不良资产权益及相关附属权利。竞买保证金：

1000万元。

标的物按现所处权利现状和使用现状净价拍卖。标的展示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8月29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8月29

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层

联系电话：18789397777 0898-32271868

监督电话：68513689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9月3日10时在乐东县城公园一

品商品房17号二楼会议室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以下资产：

堆放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乐罗村约31500立方米河道

疏浚物，参考价：127.04万元，竞买保证金：127.04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日起至9月2日止。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9月2日下午17时止（以保

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方式：海口市华海路15-3号经贸大厦九层写字楼。

电话：（0898）6530891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系列论坛第二场活动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王希）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2日上午，中央
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列论坛第二场活动，邀请3位在国民经
济发展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央重点国有企业主
要负责同志、2位处于世界科技发展前列的民营
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领域发展成就，
并与网民开展在线交流。

企业是经济最基础、最活跃的细胞。从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到服务国计民生，从坚持变革创新
到“走出去”全球布局，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拼搏奋斗，
中国企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稳中
有进、前景光明的生动体现。论坛上，5位企业
家向现场观众和广大网民讲述了各自企业发展
的精彩故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
共六场活动，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负责承办，
目前已举行两场，其余活动将于8月28日、9月4
日、9月11日、9月19日分别举行。

新华社成都8月22日电（记者张超群）记者
从四川省阿坝州应急管理局获悉，汶川县三江镇
1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截至22日16时35分，汶
川“8·20”强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0
人遇难、27人失联。

汶川县公安局对外公布了遇难和失联人员名
单，呼吁社会各界积极提供所涉人员信息及线索。

汶川“8·20”强降雨洪涝灾害前线指挥部介
绍，8月20日零时起，汶川县境内普降暴雨到大
暴雨，最大降雨量达65毫米，22个危险区发生
山洪预警，8个乡镇发生强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
灾害。灾害发生后，阿坝州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
救工作，重点搜救耿达镇、水磨镇、三江镇、银杏
乡、绵虒镇等地的失联和被困人员，全面消除搜
救的空白区域，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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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现广大群众在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共同成长的精神
风貌，引领大众为全面建设美好新海
南不懈奋斗，交通银行希望通过广场
舞大赛这一平台，让大家展现出健康
生活状态，舞出真我风采！

近日，2019年交通银行广场舞大
赛海南赛区海口海选赛在海口宝华海
景大酒店正式拉开帷幕。交通银行海
南省分行个金部相关负责人及交通银
行海南省分行海口11家支行分管零

售业务负责人莅临现场观看比赛。
80支舞队、1000余名参赛选手

参加海口海选赛，这也是2019年交通
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海南赛区规模
最大的一站海选赛。比赛一开赛就进
入了高潮，现场的观众为舞者们呐喊

加油，现场掌声不断，使整个活动都
沉浸在欢乐而又激烈的气氛中。

比赛现场，每支参赛队伍表演精
彩纷呈，各具特色，节目不仅新颖、时
尚，更是把生活和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使广场舞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更

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经过激烈的角
逐和评委现场打分，评出了冠、亚、季
军队伍。

据悉，海口赛区的冠、亚、季军队
伍及三亚、琼海、文昌、儋州四个赛区
冠军队伍将参加海南省决赛。

2019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海口海选赛圆满落幕

80支舞队同台竞技展风采

比赛现场。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陈菲 杨维汉）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草案22日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
审议。立法将进一步强化对公职人
员的管理监督，实现党纪与国法的
有效衔接，推进政务处分的法治化、
规范化。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
任委员吴玉良22日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草案说

明时指出，公职人员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制定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将宪法确立的坚
持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具体化、制
度化、法律化，有利于强化对公职人
员的管理和监督。

此次立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
具体化，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
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
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职务违法的严

密法网。同时还明确了实施政务处
分的主体，应当坚持的法律原则，处
分事由、权限和程序，被处分人员维
护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等，有利于处
分主体强化法治观念、程序意识，提
升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政务
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适
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
复核、申诉以及法律责任等。

据悉，今年年初，制定政务处分
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按照工作安排，政
务处分法起草工作由国家监察委员
会牵头，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参加，草案由全国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提请审议。

吴玉良表示，政务处分法起草
工作的基本思路，一是完善与党纪

处分相对应的政务处分制度，统一
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和适用规则，
保证处分适用上的统一规范。二是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对公职人
员的管理监督薄弱、处分程序不够
规范、处分决定幅度不统一等问题，
细化违法情形、处分幅度和处分程
序。三是在处分情形、处分权限和
程序、处分后果上与现行法律法规
的规定保持内在一致性。

公职人员注意！

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高空抛坠物咋追责？宾馆房间
被偷拍能维权吗？买了缺陷汽车要
召回费用谁“埋单”？吃了亏能否自
己先“找补”止损？……22日，民法
典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
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其中一些法律热点
问题引发公众关注。

看点一
进一步扩大隐私权、个

人信息保护范围

近年来，各地宾馆、民宿、试衣
间等场所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屡有
发生，引发公众担忧；另一方面，大
量电子邮箱地址、公众人物行踪信
息等被不法分子盗取放在网络平台
上售卖，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安全
隐患。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
“隐私”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
和私密信息等”，并增加规定：除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任
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搜查、进入、窥
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
密空间。

此外，草案三审稿将“电子邮箱

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
范围，将二审稿中“收集、使用自然
人个人信息”的表述，修改为“收集、
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并明确“个
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使
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表
示，对“隐私”的定义加入了“自然人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这一限定，扩大
了隐私的界定范围，增加了判断的
主观性和灵活性，这意味着权利保
护和行为自由的界限要在不同场
合、不同个案中加以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孙宪忠指出，将“电子邮箱地
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
围让个人信息保护的定义更加清晰
全面；但要从源头有效治理个人信
息泄露，还应注意加强对互联网公
司、银行、物流企业等信息收集者的
引导。他建议在民法典基础上再专
门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看点二
“自助行为”止损须符合

限定条件

吃了亏能否自己“找补”止损？
比如面对吃“霸王餐”的“餐霸”，饭

店在警察赶到前能否先扣下人或其
物品？对此类行为，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草案继在二审稿中提出“自助
行为”免责制度后，又在三审稿中进
一步予以规范。

根据草案二审稿，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
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可以在必
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
理措施，并在事后立即请求有关国
家机关处理。

目前草案三审稿在“自助行为”
规则适用条件上增加了一个限定条
件，即“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才可以实
施自助行为。

“严格限定‘自助行为’的适用
条件，可以有效避免适用扩大化问
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
虎认为，这样规定既回应了现实需
要，也意味着将“自助行为”纳入法
治化轨道进行规制。

看点三
明确高空抛坠物侵权各

方责任 强化源头治理

近年来，各地高空抛物坠物事
件频发，“头顶上的安全”令人忧心。

为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中侵权人认定难
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问题，
草案三审稿规定，有关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经调查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由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的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
人追偿。

草案三审稿还强调，建筑物管
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
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熊文钊表示，明确禁止抛掷的
条款，将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草
案三审稿对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
障义务的规定，有利于从源头上解
决高空抛坠物问题。“与其将立法
落脚点仅定位在危险发生之后，倒
不如防患于未然，加强高空抛物坠
物危险发生前的安全保障。”他说。

看点四
缺陷产品召回由生产、

销售者“埋单”
缺陷产品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

由谁来承担？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
稿对这一焦点问题予以明确：生产
者与销售者。

此前，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
审稿对生产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
的责任作出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
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
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
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对扩
大的损害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次草案三审稿在二审稿基础
上增加一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采取
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
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汽车缺陷产品召回高发，现实
中经常碰到消费者对汽车召回期间
发生的运输费、交通费等提出主张
的案例。”重庆市律师协会民事专委
会主任吴启均说，明确“埋单人”是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相关规定的
进一步确认，同时将法条的适用范
围从消费者扩大到被侵权人。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如何加大个人隐私保护力度？权益受侵害能否扣人扣物？高空抛物坠物咋追责？汽车召回谁“埋单”？

民法典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四大看点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
者申铖 刘红霞）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2日下午分组
审议了资源税法草案。常委会组成
人员普遍认为，此次提交的资源税
法草案已经较为成熟，建议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2018年12月23日，资源税法
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这次系草案第二次提交最高
立法机关审议。

罗毅委员表示，草案二审稿在
充分研究采纳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
础上，对于征税范围、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水资源税征收等方面的内容进
行了有针对性地修改完善，对草案
二审稿总体赞同。

他同时建议，水资源税的相关

内容应进一步斟酌推敲，既要为相
关改革留出必要空间，又要保证法
律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

杨志今委员认为，资源税立法
有效落实了税收法定原则，具有积
极意义，赞成草案加紧审议完善并
尽早出台，为资源税征收提供有力
的法律保障。

此外，他表示，草案所附《资源
税税目税率表》中一些税率幅度较
大，在资源税法出台后，应对幅度税
率加强监督，完善配套政策。

齐玉委员表示，草案二审稿强
化了免税、减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对
环境保护的激励功能，这有利于发
挥税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引导
作用，但相关规定仍较为笼统，缺乏
配套条款，建议进一步补充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资源税法草案已比较成熟 建议表决通过

8月22日，在老挝万象，受伤中国游客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医护人员护送下
登机回国。

当日下午，首批在老挝北部遭遇车祸受伤的
4名中国游客从老挝首都万象瓦岱国际机场乘机
回国。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摄

首批老挝车祸受伤中国游客回国

强降雨已造成四川阿坝州
10人死亡27人失联

在汶川县三江镇，挖掘机试图挖通排水沟（8
月20日摄）。 新华社发（黄建章摄）

8 月 2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开幕。广受关注
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第三次提
请审议。为提高立法质量，我国的
法律草案一般实施三审表决制，新
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有望迎来正式出
台的历史时刻，这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部署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试点的交卷时刻。

土生百物，地载万代。中国人
有着最深厚的土地情结。土地制度
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事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此次
修法，最好的土地管理经验得到坚
持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土地公有
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
利益不受损等三条底线得到坚守，
较好地平衡了改革与稳定、当前与

长远的关系。
此次修法，一些土地管理短板

经过改革探索得到了及时补充完
善。新土地管理法的最大亮点，是保
护农民土地权益。充分体现对农民
权益关注的“三块地”改革试点，有望
从试点走向全国。征地将受到为公
共利益的前提限制，被征收土地不再
按土地年产值一定倍数补偿，而是综
合考虑未来发展增值空间、制订区片
综合地价，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稳定社
会保障。过去限制转让、出租的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在符合规划
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
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
地同权、同权同价。这些都值得肯
定、值得点赞、值得早日付诸实践。

此次修法，令人鼓舞的还有一
系列全新的法律用语入法。农村村
民居住的权利，农村村民的住房财

产权益，改善农村村民居住环境和
条件，征地要先进行社会风险评估，
多数被征地农民不同意征地补偿方
案应当召开听证会等，这些法律用
语，写入中国土地法律，充分体现了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
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成果。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通过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千年梦想，从根
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四十年前，
中国农民首创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
制，再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宣告
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征程开
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土
地管理法的修订，将使勤劳的中国农
民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城乡
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必将成
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土地管理法修改：字字增删总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