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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968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湛江仲裁委员会(2018) 湛

仲字第1258号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郭

宏与被执行人海南伊甸园房产物业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国内非涉外仲裁一案，申请执行人郭宏申请强制执行将

被执行人位于海口市海府路12号亚希大厦1717房[产权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386564号]过户登记到其名下。现

本院拟将上述财产裁定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产

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

产。 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专题

近日，笔者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获悉，为保证国庆
节期间的金融服务质量，该行党委高度重视，对全行国庆节期
间的金融服务工作进行了精心组织安排，成立了服务应急处
理小组，把做好客户服务、投诉处理、舆情管理放在工作的首
位，确保将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国庆节期间，该行大力在网点营造国庆节的浓厚氛围，在
网点外悬挂了彩旗、灯笼等，营造喜庆节日氛围;在网点内持
续落实“六个一”尊客服务标准，从主动服务的角度出发，为客
户提供暖心贴心的优质服务。

为保证国庆节期间金融服务不间断，该行根据区域特点、人
流集中程度，统筹安排网点的营业时间，保证足够数量的网点开
门营业。10月1日-3日法定节假日期间，该行在全省每天将有
20家网点对外营业，位于海口市大同路的省行营业部、三亚市
解放路的三亚营业部以及保亭、五指山地区的网点将连续3天
持续营业;10月4日-7日，全省每天将有超过60家网点对外营
业，具体营业网点可咨询95588或关注微信小程序“工行服务”。

针对国庆期间来岛旅游人流量大、业务交易量大、电子渠
道使用量大的特点，该行推出一系列普惠便民服务，客户使用
工行ATM办理工行内转账能够实时到账，有效提升了客户资
金运转效率。工行远程银行中心在国庆期间配备了充足的服
务人员，为客户提供7*24小时电话、短信、融e联、微信等渠道
的便捷服务。客户也可以体验智能客服“工小智”触手可及的
温馨回复，还可以关注“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公众号，了解
假期出行攻略，并且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到银行卡申请、生活
缴费等便捷金融服务。

此外，为防范国庆期间频发的各类金融诈骗案件，该行为
客户提供资金安全保障。客户可使用“工银智能卫士”，通过账
户安全检测随时了解账户安全状况，并通过夜间锁、地区锁、
境外锁等账户安全锁功能，提升账户安全等级，如对于没有出
境需求的客户，可对名下的银行卡设置境外锁，避免境外盗
刷。同时，工行融e联已推出“工银融安e信”公益版，客户可以
免费在上面筛查收款账号，了解风险账户，避免资金损失。

海南工行积极部署国庆期间金融服务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
出让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
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海东方公园附
近海域海上旅游项目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海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
低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1月4日。
四、保证金缴纳及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 11月 4日17:00

（以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道支行；
银行账号：46001002537052506530。

五、挂牌期报价时间：2019年 9月30日8:30至2019年11
月6日15:00。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http://zw.hainan. gov.cn/ggzy/）。

六、挂牌现场会时间及地点：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11
月6日下午15:00；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联系地址及方式：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
金融中心906室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5203602。

项目名称

海东方公园
附近海域海
上旅游项目
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东方市八
所镇海东
方公园附
近海域

用海
类型

旅游
用海

用海
方式

浴场、游
乐场、透
水 构 筑
物

出让面积
（公顷）

12.8166

用海
期限
（年）

19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183.65

保证金
（万元）

20

东方市海东方公园附近海域海上旅游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招商终止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东站国际商业广场酒店

招租项目

二、原公告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3日

三、公告媒介:海口日报及海南日报

四、终止原因:配置面积等招租条件变更。

2019年9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13号

海 南 海 伊 特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0002937384704，法定代表人：丁剑南）：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通过打电话邮寄文书等方式
均无法联系到你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
1000013 号）和《询问通知书》（琼税一稽询〔2019〕1000011号）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
事由：提供你公司纳税申报、账薄资料以及税务备案等相关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
通知内容：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通知5日内向我局提供以下涉税资

料：1.你公司与海南中东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关于三亚凤凰温泉山庄项
目合作的合同协议、资金往来以及账务处理相关资料；2.你公司名下
房产海口市道客村388号金峰大厦固定资产会计核算情况；3.金峰大
厦搬迁过程中涉及的搬迁时间、搬迁收入、搬迁支出、搬迁资产税务处
理等搬迁税务处理和核算情况；4.金峰大厦被政府征用搬迁的相关政
策文件等资料以及你公司到主管税务机关的搬迁备案情况；5.你公司
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涉税资料以及所有税费的申
报情况说明。

《询问通知书》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

定，请丁剑南于收到询问通知书3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第一稽查局613室就涉税事宜接受询问。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张先生、洪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22157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30日

乐东县九所镇龙栖海岸项目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9HN015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乐东县九所镇龙栖湾的龙栖
海岸项目。公告如下：一、该项目位于乐东县九所镇龙栖湾，距离乐
东县利国镇中心约11公里。项目由3宗土地构成，共占地307亩，
土地面积分别为68934.15㎡、68598.97㎡和67068.86㎡。按照规划
设计，总建筑面积为529743.68㎡，共有36栋建筑，其中28栋为12-
15层的高层建筑，8栋为多层建筑，土地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
≤20%,绿地率为≥40%。二、挂牌价格为2,262,717,498.98元。
三、公告期：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31日。项目具体条件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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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hi.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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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3
孙女士、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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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广告

多个反对党酝酿启动弹劾首相约翰逊的程序

英国“脱欧”迎来摊牌时刻
就脱离欧洲联盟事宜，英国政府和反对党将推进各自策略，“脱欧”可能迎来摊牌时刻。
消息人士28日披露，政府打算在执政党保守党年会后向欧盟正式递交打破“脱欧”僵局的设想法律文本，为双方重新达成

“脱欧”协议争取时间。而多个反对党则酝酿启动弹劾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程序，以避免政府拒绝延期“脱欧”。

近日，在英国伦敦，抗议和赞成“无协议脱欧”的人们在议会大厦外聚会。 新华社发

阿富汗总统选举28日举行。受
安全威胁等因素影响，当天投票延迟
结束。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并
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这是阿富汗第
四次总统选举。

投票延迟2小时结束
阿富汗总统选举28日7时开始

投票，原定15时结束。但是，阿富汗
独立选举委员会官员当天晚些时候
说，投票延迟2小时结束。

总共18名候选人竞选总统，其中
4人随后放弃角逐。民意调查显示，

这些候选人中，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
阿什拉夫·加尼和政府首席执行官阿
卜杜拉·阿卜杜拉获得的支持率较高。

阿富汗全国登记选民940万人，
投票站总数超过5000个。

本轮投票结果预期10月17日发
布。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
票，将在11月23日举行第二轮投票。

阿富汗最初定于今年4月20日选
举总统。去年12月底，阿富汗独立选举
委员会宣布，出于技术、安全、资金等一
系列原因，选举推迟到2019年7月20
日。选举委员会今年3月宣布，为有更

多准备时间，选举再次推迟至9月28日。
加尼2014年当选总统，任期原

定持续至今年5月22日。鉴于选举
日期推迟，阿富汗最高法院今年4月
宣布延长加尼的总统任期，“直至选
举产生新总统”。

多座城市发生袭击事件
阿富汗安全部队出动大约10万

人，在全国30多个省份的大约5000
个投票站提供安全保护。然而，首都
喀布尔、坎大哈、加兹尼、贾拉拉巴德
等多座城市28日发生袭击事件，危及

投票站及周边区域。
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阿

陶拉·霍吉亚尼说，贾拉拉巴德市一个
投票站附近28日发生爆炸，造成1死2
伤。南部城市坎大哈一个投票站当
天遭遇炸弹袭击，至少 16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危重。塔利班承认发
动了袭击。

路透社报道，阿富汗400多个投
票站位于塔利班控制区，投票日当天
不予开放。由于面临安全威胁，另有
数百个投票站关闭。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就脱离欧洲联盟事宜，英国政府
和反对党将推进各自策略，“脱欧”可
能迎来摊牌时刻。

消息人士28日披露，政府打算在
执政党保守党10月2日年会后向欧
盟正式递交打破“脱欧”僵局的设想法
律文本，为双方重新达成“脱欧”协议
争取时间。而多个反对党则酝酿启动
弹劾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程序，以避
免政府拒绝延期“脱欧”。

政府亮具体解决方案
消息人士28日披露，英国政府将

在设想法律文本中就英国北爱尔兰地
区与爱尔兰间“硬边界”问题提出具体
解决方案，在保守党年会结束后递交
欧盟，以便让欧盟其他成员国领导人
在10月17日至18日的欧盟峰会之
前有时间审阅。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斯蒂芬·巴
克利28日告诉英国《泰晤士报》，政府
将在保守党年会后“数天内”与欧盟共
享设想法律文本。

“硬边界”指“脱欧”后英欧在北爱
与爱尔兰间的唯一陆地边界地带恢复
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等，是阻挠
英国顺利“脱欧”的主要障碍。为避免
恢复“硬边界”，现有英欧“脱欧”协议
中“备份安排”要求，英国在找不到更
好的避免“硬边界”解决方案前留在关
税同盟，遵循部分统一市场规则。

受制于“备份安排”，“脱欧”协议
难获英国议会批准，继而无法生效，同
时让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日益
增加。

英国首相约翰逊因而希望取消
“备份安排”，以其他技术性方案替代，

与欧盟达成一份新“脱欧”协议。但欧
盟坚称英方迄今提出的替代方案可行
性不足。

按照彭博社的说法，尽管双方谈
判立场仍有不小距离，双方谈判代表
十分关切日益临近的10月31日“脱
欧”期限，且欧盟不愿“脱欧”变“拖
欧”。欧盟其他27国先前已两度同意
英国延期“脱欧”。

另据要求匿名的外交人员28日
向美国“嗡嗡喂”新闻网站披露，德国
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同意“脱欧”再次
延期的唯一前提是，英国明确宣布解
散议会、提前选举需要时间。

反对党要联手弹劾首相
由最大反对党工党籍下院议员希

拉里·本发起的法案要求约翰逊要么
10月19日以前达成新“脱欧”协议，
要么致信欧盟申请“脱欧”延期。“本法
案”本月初生效。不过，政府先前多次
强调有信心合理规避“本法案”，从而
继续推进如期“脱欧”。

为杜绝英国10月31日“无协议
脱欧”，英国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
族党和绿党等多个反对党准备联手弹
劾约翰逊，理由是约翰逊决定让议会
休会“行为严重不当”以及政府可能企
图违反“本法案”。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9日报
道，威尔士民族党起草的弹劾动议最
早可能下周提交议会下院审议，内容
包括组建议员委员会，研究议会可以
动用的追责机制，包括弹劾。议员委
员会将在“本法案”设定的10月19日
期限之后发布报告。

如果弹劾动议获表决通过，约翰

逊可能面临诉讼。英国议会下院1848
年后从来没有动用类似弹劾程序。

威尔士民族党议会领袖莉兹·萨
维尔－罗伯茨29日在《星期日泰晤士
报》上发表文章，说弹劾首相的想法似
乎“不同寻常”，但她“已向反对党领袖
明确，约翰逊因非法让议会休会不能
免于责罚”。

罗伯茨说，反对党和议会下院官
员正讨论多项动议，包括探寻弹劾约
翰逊的可能性以及给首相降薪、剥夺
他的下院议员身份。

工党和另外一个反对党自由民主

党对弹劾动议持“开放态度”。两党定
于30日会商弹劾等选项。

另据苏格兰民族党议会下院副领
袖斯图尔特·霍西28日向英国广播公
司披露，阻止约翰逊带领英国“无协议
脱欧”的唯一可行策略是发起对政府
的不信任投票。霍西暗示，不信任投
票可能最早30日或10月1日举行。

发起不信任投票旨在让看守政府
首相取代约翰逊，向欧盟申请“脱欧”
小幅延期并提前选举。但各反对党就
是否支持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出
任看守首相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霍西承认，不信任投票成功的关键
是全部反对党以及先前“反水”的20多
名前保守党籍议员团结一致，否则约翰
逊反而可能趁机实现如期“脱欧”。英
国广播公司报道，如果政府输掉不信任
投票，议会下院有14天另组政府。但
如果新组建政府无法获得议会下院多
数成员支持，可能触发提前选举。

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议会寻
求“脱欧”延期的另一种方法是赋权下
院议长约翰·伯科，让他绕过首相直接
向欧盟申请“脱欧”延期。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阿富汗大选不太平 多地发生袭击

美天文学家观测到
极罕见三黑洞碰撞

据新华社洛杉矶9月28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日前发表公报说，美
国科学家在距地球10亿光年处观测到极其罕见
的三黑洞碰撞过程，每个黑洞分别位于一个星系
中央，该系统也是迄今发现的三星系合并产生超
大质量黑洞的最有力证据。

美国航天局的3台太空望远镜以及多个天文
台均捕捉到这一罕见现象。这个三星系合并系统
被称为“SDSS J084905.51+111447.2”。相关论
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人员、论文主要作者
瑞安·法伊弗尔说：“当时我们只是在观测双黑洞
合并的现象，意外发现了这个三星系碰撞系统。
这是迄今发现的三星系合并产生超大质量黑洞的
最有力证据。”

发现这一系统需要结合地面和太空望远镜的
观测数据。美国斯隆数字巡天望远镜对三星系碰
撞进行了成像。美国航天局广域红外线探测望远
镜数据显示，星系在碰撞过程中发出强烈的红外
线光。钱德拉X射线天文望远镜发现，当星系合
并时，每个星系的中心会释放X射线，这正是天
文学家认为黑洞所处的位置。其中一个黑洞周围
有大量气体和尘埃，这是黑洞合并的典型特征。

位于星系中央的黑洞通常会被气体和尘埃遮
蔽，使其难以通过光学望远镜来观测，但上述天文
望远镜接收的红外线和X射线可以穿透气体和
尘埃，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

科研人员表示，双黑洞和三黑洞都非常罕见，
这是星系合并的自然结果，也是星系成长和演化
的过程。据介绍，三黑洞合并的方式与双黑洞不
同。当三黑洞合并时，其中的两个黑洞会先合并
成一个较大的黑洞，这个过程比双黑洞合并更快，
主要是因为第三个黑洞可以提供额外的拉动力来
加速另外两个黑洞的合并。

电脑模拟结果显示，宇宙中超大质量黑洞发生
碰撞时，约有16%的黑洞合并会与第三个黑洞发生
互动。黑洞合并会产生“时空涟漪”，即引力波。

9月28日，阿富汗现任总统加尼
参加选举投票。 新华社/路透

9月29日，奥地利人民党主席库尔茨（前）在
维也纳的一处投票站完成投票后离开。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29日举行，民调显示前
总理库尔茨领导的中右翼人民党支持率大幅领
先，库尔茨有望重新执政。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奥地利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前总理库尔茨有望东山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