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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据朝中社 8 月 18
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朝鲜人
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在视察朝
鲜西南前线最南端的岛屿防御队
时表示，人民军对敌人的开火要予
以歼灭性反击。

金正恩视察舞岛防御队时强
调，防御队军人要高度警惕敌人的
一举一动，若敌人轻率开火，哪怕是
一点火花溅到朝鲜领土，不要停留
在西南战线的局部战争，而应将之
延续到实现祖国统一的圣战。他
说：“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就要
将西海变成敌人的最后坟墓。”

韩美联合司令部7月23日发表
新闻公报宣布，韩美将于 8月 20日
至 31 日举行“乙支自由卫士”2012
年度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联
合军演将有美军3万余人和韩方军
队5.6万余人参加。

据新华社电 日本 10名右翼分子 8月 19日
上午非法登上中国钓鱼岛。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说，日本海上保
安厅巡逻船上的海上保安官确认，当地时间 7
时30分许（北京时间6时30分），10名日本右翼
分子登上了钓鱼岛。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
的“保卫日本领土行动议员联盟”８名成员、地
方议会议员及右翼团体成员共约150人18日晚
分乘 21艘船只，从冲绳县石垣港出发，于 19日

上午抵达钓鱼岛海域。
本月 3日，“保卫日本领土行动议员联盟”

以举行二战遇难者慰灵仪式为由，向日本政府
提出了登上钓鱼岛的申请。日本政府没有批
准这一请求。

7月5日，冲绳县石垣市议会两名议员非法
登上了钓鱼岛。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9日就日本右翼分子登
上钓鱼岛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抗
议，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和右翼
团体成员150人赴钓鱼岛海域举行所谓“慰灵”
活动，其中10人登上钓鱼岛。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秦刚说，日本右翼分子的非法行径侵犯了
中国领土主权。外交部负责人已向日本驻华
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
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他说，日方应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避免
严重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上钓鱼岛
中方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法院依法享有拍卖权
浙江省法院表示，司法强制拍卖是指人民

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
执行标的依照法定程序公开变价的执行措
施。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享有
拍卖权，当无疑问。

司法强制拍卖的公法行为特性决定人民
法院在拍卖中居于主导地位。

作为公力救济主体的人民法院在执行程
序中依法实施强制拍卖的行为，其本身是司法
活动的一种，充分体现国家意志，不以当事人
意志为转移，不受其他机构的约束，是一种公
法行为或者说是公法在执行领域的自然延

伸。这一性质决定了司法强制拍卖受《民事诉
讼法》而不是《拍卖法》调整。

浙江省法院强调，司法强制拍卖本应由法
院独立完成，只有在法院不能完成或者不能独
立完成的情况下，才可要求拍卖机构协助完成，
是否需要他人协助执行的主动性在于法院。

网拍比委托拍卖成本低
浙江省法院认为，法院自行拍卖和委托拍

卖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法院实施拍
卖，有利于降低执行成本，最大限度保护当事
人的利益。

法律之所以确立拍卖优先原则，目的是通
过公开竞价实现拍卖标的价值最大化，以充分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委托拍卖中，拍卖机构需按比例从拍卖

款中提取佣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和
债务人的利益。

法院拍卖，不存在佣金,既能最大限度提
高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又能使债务人的利益受
到最小程度损害，同时还能减少买受人的负
担。与委托拍卖相比，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同时浙江省法院认为，网络是最好的一种自
行拍卖途径，通过淘宝司法强制拍卖，是探索和
创新。网络司法强制拍卖，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今
后司法强制拍卖的趋势。（据《现代金报》）

浙江省法院回应淘宝网上司法拍卖汽车质疑

大运会“形象工程”
据记者了解，“春花”天桥是2011年深圳举

办大运会前夕投资建设的形象提升工程之一，在
建设初期就被定位为地标性建筑物之一。建成
后，该天桥最宽的地方接近14米，主梁高度超过
5米，共设4处梯道、4部手扶电梯及两部垂直电
梯，是配备最豪华的人行天桥之一。

然而，正是关于该桥是否过于豪奢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近期有网民发文表示，该天桥

“梁架均使用航空级钛合金铝材，顶部全部采
用最新的光能动太阳板，天花板安装了上千个
Ａ级LED屏，4个出入口均配置全自动手扶电
梯和垂直电梯，用钢量约3000吨，耗资20亿元
打造而成，汇聚了深圳最高精尖的制造工艺”，
最终引来一边倒的批评之声。

对此，深圳市南山区城建局等部门回应，

网帖中关于投资总额的说法“失实”。据该局
估算，“春花”天桥的投资约为 5000 万元人民
币。作为大运会举办前的“应急工程”，该天桥
不仅位于两条主干道交会处，而且周边住宅和
商业楼宇密集，车流人流十分巨大。考虑到需
要承载的人流和车流量，有关方面设计了较大
规格，也导致该桥投资较高。

多头管理、责任缺失
有网民认为，即便花费为 5000万元，也让

人觉得不值得。“有这个钱，多造几十个简单天
桥不是更好吗？”有网民还调侃，自己每次经过

“春花”天桥，都会抬头看看，有朋友夸赞这个
天桥这么有个性，自己就会说：“是啊，花了大
钱的！”

此外，引发群众批评的，是投资并未达到让
人满意的效果。在近期批评该天桥的诸多舆论

中，透露出该天桥长期存在的电梯停运、桥面积
水、上千个LED灯晚上不亮等问题。

18日在现场，有群众向记者反映，这桥是
否过于花哨和奢华姑且不论，搞了一大堆电
梯、扶梯后长期无法正常运转，实用性大打折
扣，“让人看了就心疼”；而且天桥过大后导致
行车时周边红绿灯难以看清，行人步行距离则
大幅增加，“作为都市夜景也还凑合，作为天桥
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之所以出现这些管
理和运转问题，主要可能是因多头管理、责任
缺失导致的。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桥是否完成移交、究
竟该谁来负责，南山区城建和城管部门之间还
没有分清责任；加上桥上设备众多，各自有对
口部门监管负责，更加剧了矛盾，导致问题不
断。 （据新华社电）

电梯停运、桥面积水、上千LED灯晚上不亮

南京“1·6”案件发生以来，曾开
贵这个名字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很
多人一度把这个外号“四娘”的人当
成南京抢劫杀人案的嫌疑人。

2011年6月29日，天涯网站上出
现一篇帖文，名为《深度解析长沙“爆
头哥”的江湖传说》罗列了发生在长
沙和重庆的一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并认为曾开贵就是这些案件的嫌疑
人。今年1月6日南京枪击案之后，1
月9日这篇旧帖被发掘出来，放到了
天涯网站首页显著位置。此后，曾开
贵这个名字便广泛传播开来。

周克华的案子为何会跟曾开贵
联系上呢？记者发现湖南警方曾于
2010 年发布过一段通缉令视频。
这段视频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
曾开贵的通缉，之后紧接着就是对
重庆长沙系列抢劫杀人案嫌疑人的
通缉，其中出现了周克华的身影。
这段视频的两部分由同一解说员解
说，之间没有丝毫过渡和停顿，极易
让人误解重庆长沙系列抢劫杀人案
的嫌疑人就是曾开贵。天涯网站上
的文章极有可能是受了这段视频的
影响，才将曾开贵和周克华联系到
一起。记者比较曾开贵通缉令和南
京“1·6”案件通缉令后发现，曾开贵
和周克华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曾开贵到底去了哪里？对此，
警方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曾开贵的
下落现在还是个谜。

1969 年出生的曾开贵是四川
省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高山乡玉泉
村人。1995 年 10 月 13 日，云南省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发生一起持枪抢
劫杀人案，致 1 人死亡。曾开贵有
重大作案嫌疑。2010年，湖南省公
安厅发布通缉令，悬赏 1 万元缉拿
曾开贵。 （据《扬子晚报》）

持枪抢劫杀人潜逃

云南曾开贵
藏身何处仍是谜

金正恩视察
前线守岛部队

司法强制拍卖权
称法院享有

7 月，浙江省法院与
淘宝网合作开通的“司法
拍卖平台”完成“首拍”，
所拍轿车分别以 33.09 万
元与 6.7 万元成交。中拍
协发表声明称，此次拍卖
活动不符合拍卖相关法
律法规。浙江省法院近
日回应，法院司法拍卖属
于司法强制手段,不同于
商业拍卖,司法强制拍卖
并不受《拍卖法》调整。

深圳5000万建“花架子天桥”

近日，有关深圳南山区
“春花”天桥竟然“投资20亿

元建设”、堪称“豪华天桥”的消
息引发社会关注。17日深夜，深圳
南山区官方微博“创新南山”回复表
示：“春花”天桥实际造价约 5000 万
元。天桥建成后对疏导交通、方便
市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官方微
博同时也间接承认管理的确有

问题，称“针对目前存在
的问题，各有关部
门将认真整改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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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拍协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欧阳
树英说，无论是淘宝网还是法院，都没有
司法拍卖的资质。中拍协的法律依据是

《拍卖法》、商务部的拍卖管理办法，以及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按照拍卖管理办法的规定，各种经
营性的拍卖活动应当由依法设立的拍卖
企业进行。1998年最高法《关于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六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
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
进行拍卖。2004年，再次提出，应当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

中拍协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