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1月 23日讯 （记者陈
怡）“现场宝贝太多了，应接不暇，看得
太过瘾了！”今天是2014海南秋季收藏
博览会的最后一天，不少收藏爱好者相

约再次到博览会上欣赏宝贝。记者从主
办方获悉，这次展览推出的一系列珍贵收
藏品都得到市民的热捧，3天观展人数达
6.9万人次，成交量达110余万元。

2.1万买只砗磲手镯，值

作为我省收藏界的大事，2014海
南秋季收藏博览会聚集了明代黄花
梨圈椅、海南沉香香中之王“奇楠”、
降真香稀世珍品“西沙遗珍”等海南
三香珍品。

“这只砗磲手镯我要了，你们都别
跟我抢。”在砗磲展区，多位收藏爱好者
一起看中一只品相上佳的砗磲手镯，大
家纷纷出价，希望把砗磲手镯珍品带回
家，最终一位收藏爱好者以2.1万元的
高价将砗磲手镯收归囊中。

现场展出了目前国内最大的砗磲
珠，还有很罕见的“一贝十三珠”，而
珍稀彩贝中又有极其罕见的“血砗
磲”、“碧砗磲”以及东沙孤品“蓝色
袈裟”，这些珍品都受到收藏爱好者
的追捧。

“海南三香”文化味浓

在展会的另一侧，“海南三香”（黄

花梨、沉香、降真香）珍品展览区同样人
山人海，成交火爆。不少广东的收藏爱
好者把玩着手中的“战利品”感叹：海南
真是一个宝岛，草香、药香、木香、花香。
三香研究文化学者魏希望则感叹：“香
之气弥漫山野，香之质享誉宇内。这里
有作为明代及前清考究家具首选材料的
海南黄花梨，这里有李时珍所叹‘冠绝天
下，一片万钱’的海南沉香，这里有古人
称为‘感引鹤降’的久远奇珍降真香。”

在海南三香收藏日渐火热的同
时，魏希望呼吁人们深度了解传统的
香文化，而不是将之神秘化，作为炒作
牟利的对象。他认为，海南有着丰富的
收藏资源，特别是降真香、黄花梨、沉香
等特色藏品，无论是藏品品质还是文化
品相，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水平，
海南文化界和收藏界应加大对这些珍稀
资源的宣传和挖掘，不断丰富海南特色
藏品的文化含量，提升其文化附加值。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有理由相
信，海南三香将点燃香岛的新活力，让
香文化弥久难忘，让琼岛芳香四溢！”魏
希望说。

收藏博览会3天交易110余万元

各路藏家看得过瘾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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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2015年度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系列报刊

详情请拨咨询热线详情请拨咨询热线：：
6681050566810505 6586588136181361 6611088266110882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
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
地址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金盘路3030号号 邮编邮编：：570216570216

订报有礼活动
订一份《海南日报》或《南国都市报》送

格美净水机代金券500元
泰（国）好玩新概念境外旅游代金券600元
家装卫士·潮盾代金券300元
订户可凭订报发票到商家处享受以上优惠

报刊名称
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
特区文摘
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
海岸生活

月征订价
30元
24元
6元
33元

20元

半年征订价
180元
144元
36元
198元

120元

年征订价
360元
288元
72元
396元
192元
240元

2015年报刊征订价格 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
的支持的支持，，现推出现推出《《海南日报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订报抽奖活动订报抽奖活动。。
一、参与方式

订户手机编辑“订
报发票号码”移动用户
发 送 至 “
10657021966123 ”，
联 通 用 户 发 送 至
“10655020027649661
23”，电信用户发送至
“10690144406296612
3”即可参与抽奖活动。
于每周四下午3点，在
海南日报南海网演播
室通过电脑随机摇号
方式从订户手机号（手
机号码必须与订户信
息相符）中抽取获奖
者，一连7周每周滚动
抽奖。

二、奖品及奖项（第3期）

1、一等奖（1名）奖
品：价值 2980 元致能

净水机一台；
2、二等奖（10名）

奖品：价值 1058 元的
法国弗朗西特原装进
口红酒；

3、三等奖（10名）
奖品：榕园美食城100
元现金券1张。
三、公布抽奖名单
及查询方式

由海南报业发行有
限公司客服人员联系中
奖订户，核对订报发票
号码及订户信息，于抽
奖次日在《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上公布中
奖订户手机号码。

活动解释权归海
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所有。

咨 询 热 线 ：
66810505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三亚市中级人民

法院委托，定于 2014年 12月 9日 15:30对以下标的按现状净值公开拍
卖，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三亚市河西区新建路渔港码头[土地使用
权总面积：3145.4m2，土地使用权证号：河西国用（1800）字第 0101号]中
的部分土地使用权(面积:579.78m2)。拍卖参考价：404万元，竞买保证金
80万元。特别说明：1、该标的价格为扣除土地出让金后的价格，由买受
人承担该标的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含办理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土地
出让金等一切费用；2、该土地一面临路，其他三面均有建筑物，相关情
况详见评估报告。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7日
17时止。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4年 12月 8日 17时前
将保证金缴至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以款到账为准）。户名：海南
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账号：
78990188000105830 ，缴款用途注明：三中法技委拍字第 14号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
收据到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海口市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楼）或
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龙昆南路75号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办理竞
买手续。拍卖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
市国兴大道 9号会展楼二楼）咨询电话：66558026 杨先生 13876048813
报名电话：66558023 李女士 拍卖单位：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
电话：65203602毕女士 18689797320 法院监督电话：88866919

（第1209期） 我办拟对以下所持有的人民币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进
行处置，为与投资者进行有效的市场沟通，并探讨商业合作机会，特发布此
推介信息。

根据规定，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
属关系的人员。

欢迎各界投资者与我办联系人进行接洽。一旦达成处置合作意向，我
办将尽快根据相关规定启动处置程序。

联系人：曾先生、刘先生 电话：0898-66563196、66563203 13907588270
电子邮件：zengxiaowu@coamc.com.cn；办事处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
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邮编：57010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项目的推介信息

债务人所在地 担保情况本金(万元) 当前资产状况

海南冠
中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琼海市 4100

1、债务人以其开发的两项目（白鹭洲、
白马郡）的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提
供抵押；2、全资股东内蒙古国太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其持有债务人的全部股权作质押；
3、陈国光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项目接
近完工，目前
在售。利息
支付至今年
第三季度。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4〕9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投人资格：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
属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
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
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
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
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
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
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竞投咨询及竞投申请：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

投标申请时间：2014年 11月 24日至 2014年 12月 24日 12:00
（北京时间）

五、投标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投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

交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在2014年12月2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招投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4年12月26日08:30至08:50
开标时间：2014年12月26日09:00
投标、开标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八、其他事项：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

及联合投标申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小姐 陈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4日

宗地号
2014-17号

土地位置
陵水县英州镇珊瑚休闲度假区

用地面积（平方米）
38320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7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100（60）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5691注：中奖观众凭身份证在12月5日（星期五）前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兑奖，逾期视为自动弃奖。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拥有本次抽奖的最终解释权。

奖项

特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姓名

周吉维

梁连花

蔡仁堂

马 涛

符诗权

盛伊琳

吉朝庆

陈大洲

林 坚

马 涛

陈禹潭

王瑞柏

黄国光

柳 郁

彭建华

蔡仁堂

华飞燕

朱道圩

王凤云

王凤云

宋 武

黄亚汝

王承亮

刘桂云

厉新东

吉朝庆

吉朝庆

王瑞柏

周 伟

吉朝庆

联系方式

138XXXX0520

153XXXX0631

151XXXX1189

139XXXX7321

131XXXX9568

189XXXX5416

135XXXX8088

189XXXX8806

189XXXX6545

139XXXX7321

186XXXX3987

139XXXX0058

138XXXX0378

182XXXX6839

151XXXX7416

151XXXX1189

133XXXX3667

186XXXX8503

132XXXX1169

132XXXX1169

136XXXX7799

139XXXX0105

139XXXX0150

139XXXX8472

139XXXX6105

135XXXX8088

135XXXX8088

139XXXX0058

138XXXX0520

135XXXX8088

奖项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惊喜奖

姓名

吴人贤

杜治澄

华飞燕

陈所能

米文军

刘春兰

王佛伸

卢存焕

郑德铨

宋 武

谢洪彩

王学军

王学军

李 青

夏吉洪

黄守深

陈 彤

郭美玲

张玉玲

卓惠琴

盛伊琳

王献辉

覃松玲

熊瑞和

吉朝庆

卢存焕

赵会敏

马 涛

联系方式

150XXXX0121

133XXXX8111

133XXXX3667

海口市白水塘路 48 号省

农垦总医院

156XXXX2131

188XXXX5819

133XXXX9800

131XXXX4057

138XXXX6849

136XXXX7799

139XXXX4088

138XXXX1857

138XXXX1857

156XXXX9918

138XXXX0315

133XXXX3023

6534XX84

131XXXX8452

133XXXX9800

153XXXX1330

189XXXX5416

133XXXX1155

138XXXX3266

136XXXX2849

135XXXX8088

131XXXX4057

153XXXX6115

139XXXX7321

奖项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五等奖

姓名

陈起武

华飞燕

王廷峰

吉朝庆

李春喜

覃松玲

黄尹宣

卢存焕

陈禹潭

蔡仁堂

吉朝庆

朱 伟

王献辉

邓林秀

符日光

王凤云

华飞燕

巴运梅

杜秉恒

王学军

郭 松

吉朝庆

卢存焕

李少玲

梁连花

林卓斌

陈禹潭

王廷峰

华飞燕

华飞燕

联系方式

海口市联桂坊（一）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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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财

本报海口11月 23日讯 （记者陈
怡）“免费开卡？我要开一张！”“现场能
买理财产品吗？”今天是2014海南金融
博览会最后一天，前往展会参观的市民
意犹未尽，理财热度不减。同时，金博会
上，银行业实现了同业交流，大家对理财
产品的未来进行了深入探讨。

免费金融服务受热捧

在金融博览会现场，虽然今天已是
最后一天，但是进场参观的市民络绎不
绝，不少市民还拖家带口前去观展。

在平安银行展区，海口市民吴女士
今天特地带着姐姐一起来，她们目的是

了解各家银行的理财新品，帮家中的老
人找一份稳健又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没想到现场还能免费办卡，整个流
程下来只需要1分钟，真方便。”吴女士
很满意金融博览会提供的服务，她和姐
姐都办理了一张平安银行的借记卡。办
完银行卡后，吴女士又前往光大银行、招
商银行、工商银行等展区选择理财产品，
趁着展览最后一天约好理财师，以便后
期购买理财产品。

88名幸运观众喜获大奖

“今天真得太幸运了，我在金融博览
会现场零成本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现在

又抽中大奖，回去一定要和朋友好好庆
祝一下。”抱着主办方送出的6000元红
酒大奖，海口市民周先生很开心。

据了解，主办方还为读者提供了
一系列福利，这些读者在近期都关注
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相关消
息，剪报花，填写个人信息，并亲自到
博览会观展，很多市民如愿以偿获得
了私人定制的理财服务，并在现场抽
取。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3天一共抽出
幸运参展观众88名，送出原瓶进口红
酒、海口喜来登酒店海天房、蟹都汇大闸
蟹礼券、观澜湖火山岩温泉券、冰红提子
酒、美裕珍珠项链等奖，其中特等奖的原

瓶红酒，价值6000元。
此外，3天的展览会，每天前一百名

到会者，即可在组委会服务处免费领取
小礼品一份。

参展银行实现同场交流

一边是观众不断给出好评，一边是
参展银行不断夸平台好。“银行机构越
来越多，市场上提供的金融产品越来越
丰富，这个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业
交流、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浦发银
行海口分行理财经理王翀说。他每天
都在休息时间前往其它银行展区了解
产品、服务的情况，对同业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说，金融博览

会与收藏博览会同场举办效果特别好，
从客户群体来说，收藏玩家是银行目标
的净值客户；收藏品目前是高端投资者
热衷的投资方式之一，银行通过与场内
的收藏企业沟通，获得了很多收藏品的
最新行情，可以为已有客户提供更丰富
的投资理财选择。

“以前，海南金融业主要是中、农、
工、建、交五大行，现在来了招商、浦发等
股份制银行，展示了海南金融业蓬勃发
展的良好局面，我们对海南金融业的发
展前景非常看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相关负责人说。

金融博览会落幕，银行、市民双赢

百姓理财，感谢有这个好平台

本报海口11月 23日讯 （记者陈
怡 通讯员王新芳）“没想到金融博览会
现场还能申请贷款，服务太周到了。”海
口市民符女士今天在邮储银行展区顺利
申请了8万元的汽车贷款，银行将在近
期审批并放款。

走进邮储银行展区，记者看到了一
个新时代银行的形象，布置非常温馨，提
供的产品很丰富，包括小额贷款、小企业
贷款业务，汽车贷款、房屋按揭贷款、综
合消费贷，甚至是公司项目贷款等。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邮储银行目前的信贷产品多达十多项，能
为各类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服务的群体越
来越广。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截至今年10月，累计发放
个人消费类贷款将近5亿元。且邮储银
行消费贷的不良率为零，资产质量优良。

符女士申请的就是邮储银行拳头产
品之一的消费贷款，具有审批快、材料简
单、额度足等优点。例如对于个人汽车
消费贷款，邮储银行推出特色支行建设，
如海口的金盘支行就是邮储银行的汽车
特色支行，专门受理个人汽车贷款业务，
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审批环节承诺“当
日批”。具体办理时，除了基础材料和证
明收入等材料外，客户根据个人情况提
供房产等大额资产证明即可。

现场办车贷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陈怡）2014
海南金融博览会打造出史上理财产品最全的理
财超市，吸引了很多市民到场选购理财产品。
为方便市民选购理财产品，记者精选出各家银
行最具竞争力的理财产品回馈市民，今天推出
的是一系列3－6个月期限的非保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适合风险偏好较高、追求较高收益的
稳健型投资者。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展区发现，非保本浮动
收益产品的资金多投资于利率、银行同业拆借
等市场，理财产品收益率多在4.8%以上，明显
高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农业银行“金钥匙安心得利90天”产品期
限90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浮动收益，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4.95%；“金钥匙安心得利181
天”产品期限181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
浮动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15%。

招商银行“鼎鼎成金”597号产品期限168
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浮动收益，预期年
化收益率4.8%。

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开放式理财产品期
限77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浮动收益，预
期年化收益率5.3%；“天天万利宝”开放式理财
产品期限160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浮动
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5.35%。

浦发银行“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产
品期限188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浮动收
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5.79%。

平安银行专享和盈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787期产品期限87天，购买起点5万元，非保本
浮动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5.35%。

了解一下这些
高收益理财产品
适合风险偏好较高
追求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金融博览会现场，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理财
产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收藏博览会上，香道表演吸引众人围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直
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