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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国际米兰梦幻开局击败切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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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海 口 市 规 划 局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海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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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维护和规范我市房地产管理秩序!针对近期在我市部分城中
村和郊区农村!一些村干部"村民将宅基地及集体土地以联营合作"买卖"租赁"入股等名义建
设#小产权房$行为!牟取暴利!严重破坏我市正常的房地产管理秩序% 根据&土地管理法'(&城
乡规划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上述行为已构成违法建设行为% 现责令违建行
为人立即停止施工行为!拒不停止施工的!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对上述违法建设行为!国土部
门一律不予办理土地登记手续!规划部门一律不予办理报建许可手续!房产部门一律不予办理
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同时劝告单位和个人不要购买此类#小产权房$)实为#无产权房$!不受法
律保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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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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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二十六日

!

月
!"

日! 中国选手郑洁在比赛

中回球" 当日! 在吉隆坡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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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马来西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二

轮比赛中! 郑洁以
#

比
!

负于中华台

北选手张凯贞! 无缘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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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欲交易姚明!

姚之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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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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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晨报$

英超球队烧钱无度

负债远超其余联赛
据新华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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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查阅

财政状况的最新赛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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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科尔自称患性上瘾

老婆铁了心要离婚

%我要怎么做才能挽救我们的婚姻& '(((

阿什利)科尔

*滚出去! 在我回家之前! 我们已经结束

了+ ,-((谢莉尔)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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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专家"这不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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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亢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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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卡佩罗拒招%头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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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

链接
性上瘾与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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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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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轨便是出轨!认错就该认错/ 当然!这是

在*性欲亢进症,.性上瘾$流行之前的办法/ 想

必小贝此刻肠子都悔绿了! 早知道当初还买什

么钻戒0道什么歉& 直接去诊所挂个号!拿几张

处方单子!就能让辣妹重回枕边/

感谢帕特里克)卡诺博士!如果不是他发明

了*性欲亢进症,这个词!贝鲁斯科尼0伍兹0科

尔这些人!恐怕都只能像小贝那样破财免灾了/

*我有病!我出轨/ ,当这样的因果关系成为丈夫

.妻子$不忠的挡箭牌时!受到伤害的人!唯一的

选择难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这或许才是所谓*性上

瘾,的真相/ 纵观这些自称有*性上瘾,的人!无一

不是腰缠万贯的明星! 他们面临的诱惑本就比普

通人多/不得不让人怀疑1究竟是因为身患性上瘾

才出轨!还是他们出轨之后才身患性上瘾&

话题回到阿什利)科尔身上! 他有
"

个情人

就推卸说是患性上瘾了& 贝鲁斯科尼可是情人

无数!伍兹的情人阵容也多达
&'

人+ 科尔真该像

更加爷们儿的老大哥特里学习!即便有
(

个情人

被曝光!也不会拿性上瘾说事儿/

#张斯瑜'

%&'()*性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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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什么挽救出轨之

后!行将破碎的婚姻" 当初贝

克汉姆送钻戒的招数已经不

好使了# 如今流行的是自称

患上了$性瘾%& 贝鲁斯科尼

如此'$老虎%伍兹亦是如此'

$拿性上瘾说事儿%已成为欧

美体坛的一种 $潮流 %'不但

能将责任推个干净' 说不定

还能博得大众同情& 不过'这

么多拈花惹草的明星 '真的

是个个患上了性瘾"

阿什利(科尔夫妇

国米前锋米利托庆祝进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