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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审理的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还债一案!破
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

条%第
!#

条%

!$

条
之规定!本院于

%&&!

年
'%

月
%!

日裁定终结海南赛格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债权人#

根据债权人表决结果及海南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海南省
海南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海南赛格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分别于

%&&!

年
(

月%

%&&!

年
)%

月先
后二次对破产财产实施分配* 其中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比例
为

)*

!分配总金额为人民币
$!+%((+,-./.0

元(含提存金额!下
同)+现正在实施之中的是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债权受偿比例
为

-/,*

(债权基数有变化 )! 分配总金额为人民币
00+!),+

)-0/%)

元(二次分配名单分别详见(

%--"

)海南民破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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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裁定附件)*

本次分配前!债权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人民币
.+0'(+

"'!/'-

元!管理人予以提存* 债权人自本次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依法将
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截止本次分配公告之日!对于诉讼未决(含有异议但未诉
讼)的债权!管理人将其分配额人民币

.+.-"+""-/$'

元(含第二
次分配)予以提存* 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
分配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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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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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年一月二十二日

特此公告

!"#$%&'(&)*+,-./012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现将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
!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
起 (+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市场处!二楼"

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 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电话,(-.$$*.* (-.$!./(

海 口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二
!

一
!

年一月三十一日

产权
申请人

土地坐落
分摊土地
面积 权属来源

海口市东
方洋开发
西区滨景
花园小区

$-+0/%

平方米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1

号 房
屋所有权证

大华地产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

2

市土字
3#//!4.%$

号批文
5

罗汉根

原土地使用者

滨 景 花
园

67!(

号别墅

项目
名称

海口市龙
昆 南 路
-*7!

号

1#/0%/

平方米

海 房 字 第
89#*'%1/

号房屋所有
权证

澄迈县房地产开
发公司海口综合
发展公司

:

土地证
号
,

琼山国用
;

府城
<

字第
+!$(.

号

宋 芳 金桃园
别墅

海南亿隆城投资有限公司筹建的海南文昌铜鼓
岭国际生态旅游区

7

彩虹大道南段道路工程已完成施
工及监理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专家委员会推荐&施
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为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为重庆市爆破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为重庆市第一市政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监理标#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海南新世纪
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为云南
世博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海口
市工程监理公司'

本公示期为
.

天!

!+$+

年
+$

月
%$

日
!+!

月
+1

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联
系电话#

(%%%+1-$

'

3456789

儋州市农业委员会
:45;<=>?9

北京佳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BCDEF

儋州市那旦%火烧坡%黎屋三宗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GABCHIF

共分三个施工标段!第一标段为那旦水库!位于儋
州市南丰镇境内!总投资约

((!/%-

万元+第二标段为火烧坡水库!位
于儋州市木棠镇境内!总投资约

%",/'.

万元+第三标段为黎屋水库!

位于儋州市三都镇境内!总投资约
0'"/%$

万元* 资金来源为中央补
助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工期均为

"

个月*

JAKDLMN3OP;78QRPK3S;TUF'

%具备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

%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
(建造师)及安全生产管理员需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经
理需具备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 技术负责人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
类专业中级职称+

(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VWKDXYZ[F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造师证及身份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验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KD]^F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止!逾期不补*

_WKD&`F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

号窗口*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

"$,!,$,!

5;12

3W5;78F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W5;<=>?F

北京佳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WBCDEF

海口美兰机场机坪车道改造及停车楼工程
GWBCHIF

工程位于海口灵山镇美兰国际机场内!分为两个
施工标段+一标为停车楼-总建筑面积为

((!('/."2

%

+二标为机坪车
道总长-

((.

米* 工程总造价约为
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及政府投资* 计划工期

%)-

日历天!招标范围 土建及水电安装等*

JWKDZabcdef9

(

)

)一标-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级及以上+二标-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
以上资!建造师要求二级及以上资质* (

%

)近三年(

%--.

年起)有在
机场控制区内进行不停航施工经验的施工单位*

VWKDXYZ[9

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副本!建造师证及身份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考核
证!类似业绩证明等相关材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WKD]^9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止!逾期
不补*

_WKD&`9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

号窗口*

联系人及电话-莫小姐
-$!$13$,!,$,!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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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酒店对于大多数出行度假%商旅人士来说都是一个需要颇费
心思的事情!个人对酒店的品味和要求不同!选酒店时的倾向和喜
好都各有选择! 名牌酒店因为品牌形象早已在对应人群中根深蒂
固!或豪华!或现代!或复古!或独一无二* 所以!大部分客人喜欢选
择名店!名店给与品质的保证*

每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两家风格独特的地方品牌酒店! 这些酒
店虽然名气不大!实质却服务一流!内涵丰富* 能够给与客人独特
的感受*

三亚湾天通国际酒店就这样一家以独一无二的北美风格%特立
独行的餐饮%客房服务为卖点的崭新五星级度假酒店*

天通酒店旨在为客人创造新颖的居住环境!令每位客人能够浸
身舒适%大气并浓重体现异域风情的环境当中*

酒店以北美现代风格为主线! 大量使用高档菠萝格实木木材
装修!外形稳重典雅!气度非凡* 部分装饰体现了复古维多利亚式
的典雅%豪华风范-内外色彩绚丽%用色大胆%色彩对比强烈* 黑%

白% 灰等中性色与褐色和金色结合突出了豪华和大气* 处处造型
细腻%空间分割精巧%层次丰富%装饰美与自然美完美结合* 矫饰
古典细部配合繁复线板及壁炉! 搭配水晶灯饰% 蕾丝窗纱完美再
现了维多利亚艺术之美* 令酒店贵客满足入住基本需求同时能够
体验艺术魅力*

酒店非常注重环境学!门%廊%厅%亭%室处处用心!空间设计舒
适开朗*设施齐备%环保技术领先!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多联式空
调!降低污染和浪费*酒店各种服务用品都经过精心挑选!选购世界
名牌傢俬!品牌瓷具以及高新电器!优质的硬件设施配合酒店量体
裁衣的个性化服务!全方位提升奢华度假感受*

酒店
(,$

间客房全部为海景客房!每间房间都配有天然温泉接
入阳台浴缸!泡浴的同时欣赏椰梦长廊美景* 餐饮更是提供三亚首
创的酒店海鲜加工服务*

突出才有作为! 三亚湾天通国际酒店努力创造 .度假巅峰/感
觉!为每位客人度假人生提供0绚丽色彩1*

@qrstuvwxyz{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屯昌县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二!代理单位"北京龙安华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三!工程名称及概况"屯昌县旧城改造建设项目分两个施工标!一个

监理标* 施工一标-文东路!建安费
%),

万元+施工二标-文贤横路,恒兴
西路,邦溪路,赵家巷,阳升里,电影院转盘及七条路的绿化工程!建安费
,0-

万元+监理标为两个施工标的全过程监理!建安费为
.,,

万元*

四!资质要求"施工标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
上资质!贰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监理标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
级及以上资质!总监要求注册监理工程师*

五!报名时间及地点"

%-)-

年
)

月
()

日至
%

月
0

日下午
,

时!携带
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建造师证(施工标),安全生产许可证(施工
标),总监证(监理标)(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到龙昆南路

$!

号汇隆
广场

(

单元
)%-(

室报名*

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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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为 (年多来最大季度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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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世界社会论坛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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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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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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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

日在

英国伦敦举行#近
.-

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代表会后发表公报$ 同意阿

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提出的%招安&塔

利班武装计划#

然而$阿富汗分析人士认为$塔

利班不会轻易接受政府和谈提议$

%招安&计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

将遭遇多重困境#

)招安*为哪般

卡尔扎伊一直主张尽可能把包

括塔利班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纳入

国家发展进程$但过去几年$美国及

其盟友对和谈计划持保留态度#

在这次伦敦会议上$%招安&设

想终于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首肯#

分析人士认为$%招安& 计划得到认

可的直接原因是阿富汗安全形势持

续恶化#随着驻军伤亡人数上升$美

国及其他出兵国政府面临强大舆论

压力$不得不考虑%退出战略&#在这

种情形下$卡尔扎伊的%招安&计划

给了美国等出兵国家一个 %台阶&$

有助于他们摆脱骑虎难下的困境#

就短期目标而言$ 美国方面希

望%招安&计划能够分化瓦解塔利班

武装$或至少能削弱塔利班的力量#

)招安*受批评

%招安&计划在伦敦得到好评$

但在阿富汗国内$ 多数分析人士和

媒体却持批评态度#

一种观点是$塔利班人员从%招安&

中获益$可能对社会产生不良示范效应#

根据卡尔扎伊的%招安&计划$阿富汗政

府将给放下武器的塔利班成员发放津贴

和土地$其实质是%金钱换和平&#

此外$塔利班重返政治舞台$将引起民

权维护者和妇女权益保护者的担心#阿卡加

尔说$ 一旦众多塔利班人员返回主流社会$

可能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极端主义理念#

还有人指出$ 卡尔扎伊谋求与塔利

班和谈的筹码之一是把塔利班从恐怖组

织黑名单中去除$但这样一来$外国军队

就失去了继续在阿富汗驻扎的理由# 如

果外国军队过早撤离$ 而阿富汗军

队又不具备稳定国内安全局势的能

力$该国局势必将进一步恶化#

)招安*存难点

%招安&塔利班的设想$在执行

层面也面临诸多疑问#

疑问之一' 如何选择谈判对象(

卡尔扎伊希望借助阿富汗部族势力

搭建与塔利班对话的平台$但各部族

多数只会考虑自身利益$他们联系的

塔利班人员未必能代表塔利班整体#

疑问之二' 如何界定可谈判对

象( 卡尔扎伊声称%招安&对象是那

些放弃暴力活动)割断与%基地&等

恐怖组织联系的塔利班人员$ 但塔

利班与恐怖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如何确定谈判对象确实已%金盆

洗手&$眼下尚无可操作的方案#

疑问之三' 如何打消谈判对象的

顾虑(先前向政府%投诚&的塔利班人员

大多下场悲惨$这使得愿意同政府和谈

的塔利班人员心存畏惧# 如何保证和

谈对象的人身安全$打消他们的顾虑$

是摆在卡尔扎伊面前的重大难题#

疑问之四' 如何取得美国的全

力支持(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说$%招

安& 对象不包括奥马尔等塔利班首

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表

示$美方对%招安&具体实施方案%十

分关切&# 上述言论表明$美国未必

完全认同卡尔扎伊的%招安&方案#

记者张宁!据新华社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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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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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

省首府拉什卡尔加& 阿富汗安全人员在

冲突地点附近警戒'当日发生巷战&

%

名

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 一名阿富汗警察

和一名阿军士兵受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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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尼日利亚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

)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 宣布终止停火状态&

并威胁将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发动大规模袭

击'图为
!++-

年
/

月
#*

日&)尼日尔河三角洲解

放运动* 武装分子准备向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

尼日利亚政府驻军发动袭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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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与妻

子梅琳达在瑞士达沃斯出席新闻发布会'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妻子梅琳

达+盖茨
#$

日在瑞士达沃斯宣布&以他们夫妻名

字命名的基金会将在未来十年内提供
%&&

亿美

元的资金& 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研发和使用

疫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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