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朝鲜 源 日宣布当天
成功试射野火星原员源冶洲际弹道导弹遥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袁 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 猿日签署试射导弹的
命令袁并于 源日在现场观看了发射遥

据报道袁野火星原员源冶 是朝鲜国防
科学院研发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遥 导
弹于当地时间当天上午 怨时在朝鲜西
北部地区发射袁按照预定轨道飞行 猿怨
分钟袁 准确命中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
海上的预设目标遥

报道称袁 导弹最大飞行高度为
圆愿园圆公里袁飞行距离 怨猿猿公里遥

据新华社电 日前袁经中共中央批
准袁 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袁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尧省长袁中石
化集团原党组书记尧 总经理苏树林严
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遥
经查袁 苏树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尧 组织纪律袁 打探巡视消
息袁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袁对抗组织审
查袁违规提拔身边工作人员曰为了个人
目的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袁无视组织原
则袁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尧违规决策袁
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曰 严重违反廉
洁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 长期安
排有关单位公款支付个人费用袁 公款
接待亲友旅游袁公车私用袁利用职务影
响帮助亲属低价购房遥 滥用职权造成
国有资产巨额损失袁 涉嫌滥用职权犯
罪曰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巨额财物袁涉嫌受贿犯罪遥
苏树林身为中央委员袁 完全丧失

理想信念袁毫无党性原则和宗旨意识袁
私欲膨胀袁胆大妄为袁严重违反党的纪
律袁并涉嫌违法犯罪袁性质和情节极其
恶劣袁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袁破坏了相关
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袁 社会影响极
坏袁应予严肃处理遥 依据有关规定袁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
治局会议审议袁 决定给予苏树林开除
党籍处分曰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袁给
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曰 终止其党的十八
大代表资格曰收缴其违纪所得曰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尧 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遥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
处分袁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
予以追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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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国际旅游岛商报传媒营运中心

今日接稿 明日见报 花小钱办大事

上门服务 刊登广告 法律有效

广告热线院0898-66200119
办理地址院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大道
3号西苑路海商报业产业园区办公楼

广聚会计公司
会计记帐，工商注册，税务办证及变更，
减免税，验资，审计，资产评估，各类资格
证，许可证，房地产类咨询服务 远愿缘缘苑园员员
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中机大厦九楼 911室渊即 CMEC大厦冤

财务咨询公司
工商注册，税务代理，财务记帐、申报、年检、
法人、股东变更、审计、验资、公司注销等。
章小姐院18789263950

如虹财税
税务尧 财务尧 房地产业务咨

询尧税务鉴证尧纳税筹划袁公司注
册尧变更尧注销袁代理建账尧整理乱
账尧企业重组尧合并尧分立遥
13518819507尧13907688316
地址院海口市世贸中心 E 栋 1104房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帐
蓝天路 66662131 18976579996

建筑劳务资质 房地产资质

维 权

法律咨询电话院18417173535
法学博士维权

欢迎在 叶国际旅游
岛商报曳刊登夹报业务遥
垂 询 热 线 院66206080

海口美兰张重新商行不慎遗失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资金往来渊暂收窑袁暂付冤专用
收据袁编号院43494801袁现声明作废遥

2017年 7月 5日

遗失声明

受托于 2017 年 07 月 12 日上
午 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院海
口市龙华区芙蓉路 7 号南国印象
Condo 国际公寓 16 层 1603 房袁建
筑面积为 31.17m2;海口市龙华区芙
蓉路 7 号南国印象 Condo 国际公
寓 16 层 1604 房 袁 建筑面积为
31.42m2曰共两套袁有意竞买者请在
2017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2 时前到
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遥

电话院0898要32196851

海南金程拍卖公司公告
渊20170712期冤

受委托袁我司定于 2017年 7月
12日 10院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院海口市龙华路 33号海南医学院
学生公寓综合楼一层 A112房袁建筑
面积院36.82m2袁产权证号院海房字第
HK201326袁竞买保证金院15万元遥

展示时间院 见报之日起至 7月
11日 12院00止遥

有意者请于 2017年 7月 11日
12院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渊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冤遥

地址院海口市华海路 15号海口
经贸大楼 9层
电话院13648621010 66721736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渊20170712期冤

这一决定是由联邦法官埃里克窑朗在
当地时间当天 员园时许举行的针对克里斯
滕森的法庭聆讯上作出的遥 当天的聆讯仅
持续 怨分钟袁克里斯滕森始终保持沉默遥

根据法官作出的决定袁 针对克里斯滕
森的下次聆讯将在当地时间 缘日 15时举行遥

美国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莎伦窑
保罗在聆讯结束后对媒体表示袁如果克里
斯滕森最终被判绑架罪名成立袁 他将面临
终身监禁遥

美国联邦调查局 远月 猿园日宣布袁当晚
逮捕白人男子布伦特窑粤窑克里斯滕森袁指
控他涉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遥 联邦
调查局表示袁 根据讯问嫌疑人的记录以及
收集到的相关线索袁相信章莹颖已经遇害遥

现年 圆远岁的章莹颖今年 源月前往伊
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原尚佩恩分校学习遥 当
地时间 远月 怨日 员源时许袁她在坐上一辆黑
色土星轿车后失踪遥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这
一事件定性为绑架案遥

绑架章莹颖嫌疑人首次过堂 全程仅 9分钟

嫌疑人一言不发拒绝认罪

据新华社电 记者 4 日从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袁 人社部
近日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 叶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曳渊以下简
称叶规定曳冤若干问题的意见遥

意见明确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被依法判处刑罚的袁 给予降低岗位
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遥其中袁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袁 给予
开除处分遥 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袁被依法判处刑罚的袁给
予开除处分遥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违

法行为袁 有关单位不处分或者不按
规定处理的袁应当根据叶规定曳第四
十五条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遥 因

上述情形造成办案期限超过 12个
月的袁 由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
门或者主管部门责令相关单位或部
门在 1个月内依法作出处分决定遥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
间交流到其他事业单位工作或者原
处分决定单位出现合并尧 分立等情
形的袁 由与其建立人事关系的新单

位执行原处分决定遥
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涉嫌违纪违法的袁 不再作出处分决
定袁 但应当立案调查并按程序作出
调查结论袁明确其应受处分的种类遥
对于应当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
职以上处分的袁 其养老保险等相应
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遥

人社部出台事业单位处分工作意见

事业单位人员违纪将影响养老金

父母为让儿子接班袁把家族企业野擅自冶过户到其名下

不爱家产爱音乐“90后”状告父母

程先生是常州金坛的一位知
名实业家袁 拥有几家经营状况不错
的工厂遥 过去 20年袁他和妻子摸爬
滚打袁把小作坊带上正轨袁成为先进
的机械装备配件尧 增压器专用加工
企业袁主打产品进入石油尧铁路尧航
运等行业袁经营和效益越来越稳健遥
这两年袁 年过半百的程先生开始考
虑让儿子程军来接班的问题遥
程军在南京某高校音乐专业就

读袁 他一直渴望在音乐之路上有所
成就袁起初对做生意丝毫不感兴趣遥
程先生夫妻多次苦口婆心地给他上
野社会课冶袁最终的结果却事与愿违遥
沟通无果后袁程先生和妻子商议后袁
在 2016年 5月趁儿子在校读书时袁

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了企业名称变
更手续袁并向工商部门出具 2016年
5月 12日拟定的企业转让协议书一
份袁主要载明程先生野将自己名下的
企业资产和企业名称一并转让给程
军袁程军一次性支付转让款 1200万
元袁 转让手续由程先生代为办理冶袁
协议书落款处还有野程军冶的签名遥
原本在读大二的程军转身成了

名副其实的老板遥去年放暑假回家袁
得知自己成了家族企业的合法所有
人袁程军不是兴奋袁而是恼怒袁要求
父母撤销转让遥 几番与父母商议无
果袁去年 12月底袁他果断将父母告
上了法庭袁 要求判决签订的企业转
让协议书无效遥

程军通过代理律师陈述了理
由院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袁被父母
冒用自己的签名签订了企业转让协
议书袁 并在工商登记部门将原本父
亲名下的企业变更到自己名下袁这
才诉至法院遥

程先生在法庭上说袁自己年纪
大了袁期望儿子来接班遥那份转让协
议上的签名是自己和妻子代签的袁
整件事情事先的确没跟他说过袁企
业变更登记过后才告诉他的遥 法院
审理查明袁 程先生和妻子在儿子不
知情的状态下袁 代他签了转让协议
书遥 企业变更登记后袁 还是他的父
亲在经营袁 程军作为未毕业的学生
也没能力支付 1200万的转让款遥企

业转让协议书并非程军本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遥前不久袁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袁该企业裁定转让协议无效遥

今年 7月 3日袁记者与这对父
子进行了对话袁 发现双方态度在悄
然变化遥父亲表示尊重儿子的选择袁
而儿子一开始强烈的抗拒态度袁也
变得温和起来遥 现在程军已经与父
亲达成共识袁 音乐确实曾是他的兴
趣尧梦想袁但这一梦想并不太可能成
为他一生的职业遥 他也逐步愿意接
手父亲的家业袁 但前提是能出国系
统地学习商科袁 并去大公司实习锻
炼一段时间袁积累相关经验袁让自己
变强大了袁 用专业姿态承担起他该
承担的责任遥

福建原省长
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

严重违纪
苏树林被双开

据新华社电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 猿日
宣布袁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嫌疑人布伦特窑粤窑克里
斯滕森不得保释袁在下次庭审前继续收押遥

据扬子晚报 拥有一家成熟企业成为千万富翁袁 是很多创业青
年追逐的梦想遥 可在江苏常州金坛袁却有个野90后冶大学生程军袁为
了自己的音乐志趣袁在得知父母为让他接班袁把家族企业野擅自冶过
户到其名下后袁将父母告上法庭袁拒接这超千万的产业遥 日前袁金坛
法院一审判决袁宣告这起家族企业转让协议无效遥

继承家业钥

追逐梦想钥

朝鲜

宣布成功试射
洲际弹道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