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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2 年4月18日上午10:00至2022年4月19
日上午 10:00 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
paimai.taobao.com/）按现状公开拍卖：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316-3期）

序
号

1

2

3

4

5

6

标的名称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三路3号海阔天
空国兴城一期（B16地块）13#号楼30层
13-1-3001房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三路3号海阔天
空国兴城一期（B16地块）14#号楼17层
14-1-1701A房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三路3号海阔天
空国兴城一期（B16地块）15#号楼17层
15-2-1701A房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3号互联网金融
大厦A栋22层2203A房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3号互联网金融
大厦A栋22层2205房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3号互联网金融
大厦A栋22层2206房

建筑面
积（m2）

218.75

152.33

168.19

310.48

303.55

194.92

参考价
（万元）

422.37567

304.53354

336.24036

639.7596

631.43559

414.30834

保证金
（万元）

84

60

67

127

126

82

展示时间及地点：4月11日至12日；标的物所在地。
特别说明：竞买人参加竞买前，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

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时，买卖双方应缴
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竞买人须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阿里拍
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7589125720。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受委托，定于2022年4月18日上午10:00至2022年4月19
日上午 10:00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
auction.jd.com/haiguan.html）按现状净价拍卖：

1. 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美良停车场两层房屋（建筑面积：
416.64m2）。参考价：118.7424万元；竞买保证金：25万元。

2.临高县临城镇跃进路七层楼（现香港周六福珠宝金行）(建筑
面积1416.9m2)。参考价：495.915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3.临高县人民医院1号楼4号铺面(建筑面积100m2)。
参考价：76.5180万元，竞买保证金：16万元。
展示时间：2022年4月14日～15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5607579889。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316-2期）

展示时间及地点：3月28日至29日；标的物所在地、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大院内。
特别说明：
1.竞买人参加竞买前，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时，买卖双方应缴的税费按国家规定

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2.本次拍卖的车辆附带海南省增量指标，如买受人需在海南省登记过户的，符合海南省增量指标申请条件即可。
3.1204房和1205房共墙已被拆除和卫生间已被拆除后为一大开间使用。
4.1208房和1209房在共墙上开了一扇门后成为二室一卫使用。
竞买人须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阿里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7589125720。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316-1期）

受委托,定于2022 年3月31日上午10:00至2022年4月1日上午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
taobao.com/）按现状公开拍卖：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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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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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标的名称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39号4号楼20层76号

三亚市吉阳区红沙社区红沙海岸（半岛蓝湾）16#楼303房

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海韵假日·休闲公寓5#楼1101房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1204房和1205房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1206房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1207房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1208房和1209房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1210房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2B018房地下车位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2B036房地下车位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南航三亚总部基地综合楼-2B120房地下车位
车牌号琼O12375丰田轿车一辆
车牌号琼BB2227的奥迪A5轿车一辆
车牌号琼B0AT69的黑色奔驰轿车一辆
车牌号琼B76707的本田锋范轿车一辆
封存于中信南航大厦1204至1210室和12楼过道内资产及14部手机

建筑面积（m2）
155.17

105.19

81.49
113.24
49.30
36.90
91.93
53.97
46.41
47.92
40.27
/
/
/
/
/

参考价（万元）
353.7876

175.709376

144.465472
150.745088
67.596992
51.605696
124.824768
73.281792

8.64
8.64
8.64

5.09904
10.404096
9.018836

0.64
5.22172

保证金（万元）
70

35

28
30
13
10
24
14
1.7
1.7
1.7
1
2

1.8
0.128

1

各相关户主:根据《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全
面整治散埋乱葬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府办函〔2021〕19号)《万
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2022年环岛高铁和环岛高速
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万府办〔2022〕5号) 及市
政府专题会议〔2022〕21号文件精神，为全面提升我市环岛高铁、高
速公路沿线风貌,进一步加快沿线坟墓迁移工作，确保环岛高铁、高
速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成效，现将坟墓迁移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一、涉及范围：环岛高铁万城段周边坟墓(涉及东星、长星、
南山、滨湖等四个社区)。二、搬迁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 3月31
日。三、具体要求:范围内的坟墓户主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3月
31日前，到万宁市万城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并办理相关迁移
事宜，逾期将按无主坟墓根据相关政策进行处置。特此通知。

(联系人：黄齐旭 联系电话：13036003350)
万宁市民政局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政府

2022年3月14日

坟墓登记搬迁公告

公告
因三亚市全球动物种质资源保存库项目开发建设，项目内的

坟墓需要搬迁，大部分坟墓已迁移完毕。经排查，位于崖州区赤草

村委会地界的皇清侍浩六品州司马承务王太公之墓无人认领。

为确保三亚市全球动物种质资源保存库项目建设工作顺利开

展，现就有关坟墓搬迁事宜公告如下：请王氏祖坟亲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7日内联系三亚市崖州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办理迁坟事宜，

逾期不联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联康 联系电话：13873911889

联系人：黎义良 联系电话：13876444039

三亚市崖州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

2022年3月15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金盘3楼传输机房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传输的业务
使用将受影响7个小时，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3月22日凌晨0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
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2年3月23日凌晨0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
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2年3月16日

海南亚旺实业有限公司：由于我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也无法

通过留置、邮寄等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八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我局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三综执（五支队）执行催告字〔2022〕1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

告书》内容如下：1.本机关于2021年8月2日对你（单位）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三综执（五支队）决字〔2021〕12号尚未履行，你（单位）在法

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自接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款肆万元、加处罚款肆万元，合计捌万元

缴至邮政储蓄银行三亚市迎宾路支行（三亚市财政局）。2.若你（单

位）对此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到三亚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3.如你（单位）不

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3月16日

公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

关注乌克兰局势

2021年11月，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对全球173个城市展开调查并发布
2021年下半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排名，
以色列特拉维夫“荣登”榜首，将巴黎、苏
黎世、纽约、洛杉矶等国际一线大都市甩
在身后，成为全世界“最贵城市”。

以色列资源短缺、耕地面积狭
小，沙漠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无论
是居民日常消费品，还是工业所需的
石油、煤炭等关键原料都严重依赖进
口。2021年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

上涨，以色列的物价自然水涨船高。
今年2月以来，以色列居民用电

价格上涨5.7%、企业用电价格上涨
10%，95号汽油价格上涨5.34%，为
该国七年来最高水平。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1
年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超过4.4万美元，在全球名列20位左
右。以色列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过
去几十年以色列全国几乎一半的
GDP由特拉维夫贡献。较大的经济
体量令特拉维夫与其他城市相比，物
价犹如“高原”上的“高峰”。实际上，
在此前几年各项机构调查中，特拉维

夫已屡屡登上“全球最贵城市”榜。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3.1%，批发物价指数同比涨幅高
达26.8%。据媒体报道，特拉维夫除
了日常消费品越来越贵，房价两年内
也飙升40%。

“特拉维夫将变得越来越贵，就
像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贵一样。”特
拉维夫市长罗恩·胡尔代表示，只有
以色列全国物价整体下降，特拉维夫
才有可能降价，毕竟特拉维夫作为全
国大都市中心的地位“无可取代”。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15日电）

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为何“全球最贵”

这是3月11日拍摄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海边地标。 新华社发

秘鲁国会启动弹劾总统程序
新华社利马3月14日电（记者郝云甫）秘鲁

国会14日以76票赞成、41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结
果，启动弹劾现任总统卡斯蒂略的程序。

秘鲁反对派议员 8日指控卡斯蒂略“道德
无能”并向国会提交弹劾动议。针对卡斯蒂略
的指控包括涉嫌贪腐、牵涉军队和警察系统的
违规晋升以及任命备受质疑的官员担任内阁
部长等。

根据相关议程，国会将于本月28日对总统弹
劾案进行辩论和最终投票表决。弹劾总统需要得
到至少87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这是卡斯蒂略去年7月28日就任总统以来第
二次面临弹劾。去年11月，反对派议员以“道德
无能”对卡斯蒂略提出弹劾，因未获得至少52张
赞成票，未能启动该弹劾案的辩论和投票程序。

英国最高法院决定

不受理阿桑奇拒绝
被引渡到美国的上诉请求

新华社伦敦3月15日电 英国最高法院14日
裁定，不会受理“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拒绝被引渡到美国的上诉请求。

据英国媒体报道，接下来英国内政大臣需要决
定是否引渡阿桑奇到美国。一旦内政大臣批准引
渡，阿桑奇还可以要求对相关决定展开“司法审查”。

文在寅将与候任总统尹锡悦
单独会面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文在寅定于16
日与候任总统尹锡悦共进午餐，届时将坦诚交谈，
不安排陪同人员。

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与尹锡悦将就顺利完
成政权交接的方案、应对新冠疫情、朝鲜问题等事
务交换意见。两人上一次会面是在2020年6月尹
锡悦任检察总长时到青瓦台出席反腐败政策协议
会会议。

尹锡悦的发言人金恩慧15日告诉媒体记者，
尹锡悦打算借这次会面请求特别赦免前总统李明
博。分析人士说，韩国政府可能在4月底或5月初
实施特赦，李明博可能被列入特赦名单。尹锡悦
所属的国民力量党说，他2017年任首尔中央地方
检察厅检察长后指挥调查前任政府弊案，与李明
博阵营“结下恩怨”，但为了促进国民团结，决定提
议赦免李明博。

青瓦台表示，将先听取尹锡悦意见，再考虑是
否赦免李明博。

李明博生于1941年，2008年至2013年任韩
国总统。2020年10月29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
院）以贪污受贿等罪名，终审判处李明博17年监
禁。他是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后第四名遭
刑事定罪的韩国前总统。去年年底，朴槿惠获得
特赦，李明博却不在特赦名单中。

尹锡悦在文在寅任内严厉惩办李明博、朴槿惠，
一路擢升至检察总长。然而，他因反对检察系统改
革而被停职，最终辞职，并成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在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尹锡悦以0.73个
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
李在明，当选新一任总统。他定于5月10日宣誓
就职。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总统
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15日说，乌
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的谈判已经恢
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当日说，继续谈判这件事本身就是
积极进展。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5
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基辅市
将自15日晚8时至17日早7时实施
戒严，他呼吁市民做好防空准备。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
多利亚克15日证实，乌俄代表团的
谈判当天已经恢复，但谈判过程非常
艰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15日说，俄乌双方代表团正以视
频谈判的方式进行工作，这项工作很

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判这件
事本身就是积极进展。他还说，现在
公开讨论俄乌谈判能取得何种结果
还为时过早。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
申科夫15日说，俄武装部队已完全控
制赫尔松州全境。自俄方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方156
架无人机、1306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
辆、127台多管火箭炮、471门野战火
炮和迫击炮、1054辆特种军用车辆。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15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乌俄
交战以来，乌方摧毁俄军404辆坦
克、1279辆装甲车辆、150套火炮系
统、64台多管火箭炮、36套防空系
统、81架固定翼飞机、95架直升机、
640辆汽车、3艘舰船、60辆燃料运
输车辆、9架战术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
发表视频讲话说，乌政府将实施支持
经济的一揽子方案，将实施税制改
革，包括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等，此
外对小企业和个体商户采取自愿纳

税制。乌政府还将最大限度放松商
业管制。

——波兰总理府15日说，波兰、
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三国总理将作为

“欧洲理事会的代表”前往基辅，他们
将会见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总理什梅
加尔。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5日在
社交媒体上说，欧洲必须保证乌克兰
的独立并准备协助其重建。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消
息，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5日在社
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天是困难和

危险的时刻”。根据军方意见，基辅
市将自15日晚8时至17日早7时实
施戒严。戒严期间，禁止人员和车
辆在没有特别通行证情况下在市区
活动。他呼吁市民待在家中并做好
防空准备。

——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
修克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
天乌方将在顿涅茨克、苏梅州、哈尔
科夫州、基辅州等地区开辟9条人道
主义通道。

——欧盟15日决定对俄罗斯实
施新一轮经济制裁。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这一轮
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对俄罗斯能源部
门的新投资。

俄乌重开谈判 基辅宣布戒严

新华社罗马3月14日电 当地时
间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
文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晤。双方就中
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
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同
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增进了
解，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加强合作，为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
确轨道积累条件。

杨洁篪表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任务。习近平主
席提出新时期中美相处要坚持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中
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拜登总统积极
回应，作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
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
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
国对抗等重要承诺。中方始终根据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看待和处理中
美关系。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作出的

承诺落到实处。当前国际形势下，中
美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避免
冲突对抗，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符
合国际社会期待和世界人民利益。

杨洁篪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在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中都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
国，一中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
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本
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坚持一
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但

行动与表态明显不符。中方对近期美
在涉台问题上一系列错误言行表示严
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任何纵容支持

“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搞
“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
方要求美方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
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和美方所作承诺，不要在十
分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洁篪就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
阐明中方严正立场，指出这些问题涉

及中方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不容外
部势力干涉，任何借此打压中国的图
谋都将遭到失败。杨洁篪指出，坚持
求同存异，在妥处分歧之上架起合作
桥梁，是“上海公报”发表50年来经
过实践检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双方应以史为鉴，把握相互尊重的前
提，坚守和平共处的底线，抓住合作
共赢的关键。

双方还就乌克兰、朝核、伊朗核、
阿富汗等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新华社罗马3月14日电 当地
时间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会晤期间，就乌克兰局势阐明中方

立场。
杨洁篪指出，乌克兰局势走到

今天这一步，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国际社

会应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尽快取得
实质性成果，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护平
民，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
机。中方已向乌提供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并将为此继续作出自己的

努力。
杨洁篪表示，应理顺乌克兰问题

历史经纬和来龙去脉，正本溯源，回
应各方合理关切。着眼长远，积极倡
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鼓励相关各方开展平等对话，按

照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寻求构建均
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维
护欧洲和世界和平。

杨洁篪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
散布不实信息、歪曲抹黑中方立场的
言行。

杨洁篪就乌克兰局势阐明中方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