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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口市地方税务局委托，定于2015年2月4日上午10：00在我公
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涉税房产：

特别说明：1、上述房产按现状竞价拍卖，采取先整体后拆分的拍
卖方式进行。2、拍卖成交后房产的清场及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
担；展示时间：2015年 1月 27-2月 1日。有意者请于 2015年 2月 2日
12：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到账为准，竞
买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
行海口椰岛支行；账户：46001002836053006884。联系地址：海口市
华 海 路 15 号 经 贸 大 厦 办 公 楼 9 层 。 电 话 ：0898- 66721736
18689507507 18976590511。网址：www.hnxkypm.com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0204期）

标的名称
海口市龙华路23号乔海商

城A203房
海口市龙华路23号乔海商

城A323房

建筑面积

42.05m2

42.05m2

性质

住宅

住宅

房产证号

HK095716
HK095725

参考价

13.5万
13.8万

竞买保证金

5万元

5万元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1HN0009；XZ201501HN001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琼AA8051帕萨
特小轿车，挂牌价格为23478元。2、琼AH5796雅阁小型轿车，
挂牌价：22580元，琼C14805江铃小型普通客车，挂牌价：20427
元，琼C18466别克小型轿车，挂牌价：35896元。公告期为：
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2月4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
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38（黄小
姐）、66558030（詹小姐）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月22日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关于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公告

海南华毅实业有限公司使用的土地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白塘水
库北侧，面积为53640平方米，证号为定安国用（92）字第1769号。
根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定安县“供而未用”土地处置方案的批
复》（定府函〔2014〕87号）文件精神，我局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
《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定土环资用字〔2014〕53号），
由于该公司地址不详，无法采取其他方式送达，我局于2014年7月
25日在海南日报刊登无偿收回该公司上述土地的公告。该公司
在法定期限内既未提出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我局现向
社会公告注销该宗地的定安国用（92）字第1769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该《国有土地使用证》自公告之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2015年1月22日

为解决A0101地块因规划道路绿化带占用补偿问题，根据市政
府专题会议纪要[2013]126号文的精神，我局正按程序开展《海口市
长秀片区（A）控制性详细规划》A0101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1月22日至3月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
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22日

《海口市长秀片区（A）控制性详细规划》
A0101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为满足建设海南无疫区动物防疫物资储备应急中心的需要，经
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正按程序开展《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E6603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
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1月22日至3月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
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22日

《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6603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为体现规划的协调性及帮助美兰区白沙街道办事处经济联合社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居住、就业及收入可持续性问题，经报请市政府同
意，我局正按程序开展《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216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1月22日至3月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
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22日

《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216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受湛江海关委托，定于2015年2月10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位于海南儋州云月湖度假村11栋别墅及其
占地13027.8平方米。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2月9止。
上述标的依现状净价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2月9

日下午5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
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账户：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11004504104803。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
居15A

联系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公司网址：www.hspm88.com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122期）

一、项目名称：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实训楼工程项
目；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本项目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城南管区薛
村，新建一幢8/1层，总建筑面积6591.09m2，计划工期：365日历天，
施工招标范围：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总承包。监理招标范围：施工及
保修阶段的全过程监理；三、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
上资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新（近）3年内承接过单项房屋建
筑工程合同金额达2000万元（含）及以上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监理标段：申请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资质或以上资质，项
目总监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资格，且允许有一个其它在建项目中担任项目总监。具体事宜详
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联系人：袁工 65379105

招 标 公 告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02期）

受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公开拍卖：海南省陵水县
英州镇清水湾星海传说组团A16-A1-61别墅。建筑面积为232.66
平方米。参考价：748万元。竞买保证金160万元。

拍卖时间：2015年2月12日10时
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三楼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2月6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2月 9日 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保

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
证 金 单 位 名 称 ：海 南 华 信 拍 卖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账 号 ：
2201020809200042968；开户行：工行海口市义龙路支行（如代缴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联系电话：0898-66533938 18289655888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委托方监督电话：0851-6752673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深

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利国镇水桶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建设规模669.47公顷，新增耕地面积250公顷，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土地翻耕334.70公顷，灌排沟渠2839m，田间道路
25787m，以及相配套桥涵设施;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
围：监理标：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资格要求：本次招
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家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
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文件获取：有意投标者，请于2015年1月20日至 2015年1月26
日在 http: //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刘先
生36301709（注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招标
大厅招标公告专栏查询）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深

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乐东县抱由镇德霞
田洋土地整理项目由德霞田洋整理区和道介田洋整理区组成，总
面积473.81公顷，建设灌溉工程、排水工程和道路工程；计划工
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标：土地平整、农田水利、道路工
程及配套建筑物工程，具体事宜以施工图纸和施工合同为准。资
格要求：施工标：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文件获取：有
意投标者，请于2015年1月20日至 2015年1月26日在 http: //
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刘先生36301709
（注：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招标大厅招标公
告专栏查询）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50206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南省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2月 6日10:00在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88
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位于三亚市河西区三亚湾碧
海蓝天A2海月阁7F房产(产权证号：三土房（2014）字第0513号，建筑面
积209.61m2)，参考价：387.67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现
该房产暂未清场；买受人承担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税、费。展示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2月5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2 月 5 日
17:00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
证金收据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
取保证金单位名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账号：
0342010141900002808044；开户行：盛京银行沈阳市滨河支行。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2014）沈河执字第2069号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
某缴款）。地址：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88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电
话：0898-36681160、18208989830法院监督电话：（024）24840296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万宁市北大镇丰丹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施工招标，位

于万宁市北大镇，建设规模为7305.16亩，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工
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地平整、灌溉工程及排水工程、道路工程
和其他工程。

资格要求：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含以上级）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
力，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
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1月23日至29
日17:30，登陆电子招投标系统（http：//218.77.183.48/htms）下载、
购买电子版招标文件。

联系人：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洪先生68539829。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其他要求详见网络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招标代理：上海

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概况：海口狮子岭工业园区（一
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项目位于海口市，东至海屯高速公路，南达
东城湖水库，西接海榆中线，总规划用地面积3.05平方公里，工期90日历
天，招标控制价85万元。招标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环境评价报
告书编制、周围环境检测、聘请专家、审批、批复（包通过评审）、公众意见调
查等。投标人资格：具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乙级（含）或以上资质，有承担本工程项目环境评价的能力，拟派项目负
责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1月28日（节
假日除外）9：00~11:30、14:30~17:30，携带单位介绍信，在海口市海甸
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大厅购买招标文件。文
件每本500元，售后不退。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
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联系方式：李先生68507299。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陵水青

平潜艇观光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召开股东会决
定解散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后45日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五平，联系电话：13976790666
联系地址：陵水县椰林镇武装大院陵水环球办公大楼四楼。
陵水青平潜艇观光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算组组长：张五平

2015年1月20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1-2-15地块规划调整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1-2-15地块规划调整的修改方案

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西一街尽端处，用地面
积为7184平方米。拟修改地块用地性质以及确定规划控制指标。
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
示。1、公示时间：30天（1月22日至2月20日）。2、公示地点：琼海
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
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大楼一楼展厅和用地
现 场 。 3、公 示 意 见 反 馈 方 式 ：（1）电 子 邮 件 请 发 送 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
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邮编：5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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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王
优玲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
阳21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
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
元左右，这个数据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
资200亿美元，就是说2014年我国的实
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了，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沈丹阳21日说，按照现有统计口径
计算，我国双向投资在2014年首次接近

平衡。数据显示，以美元计，2014年我
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据介绍，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门类广泛，涉及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
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等15大类，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成为对外直接投

资的主要领域，3个行业对外投资额共
计738.5亿美元。

2014年我国大型对外投资并购项
目投资领域呈现多元趋势。能矿领域
继续成为投资热点，五矿资源等企业联
营体以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
斯铜矿；国家电网公司以21.01亿欧元
（折合25.4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
能源网公司35％股权。

此外，制造业领域并购活跃，农业领
域跨国并购取得突破，中粮集团以15亿

美元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和以12.9
亿美元并购荷兰尼德拉公司，成为迄今
农业领域对外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

在吸引外资上，我国吸引外资已经
由以往以制造业为主的格局转变成以
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规模在
不断扩大。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服务
业吸收外资占比上升，达到55.4％，高出
制造业22个百分点，达662.3亿美元，成
为吸收外资新增长点。

沈丹阳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的基

本面是好的，高速增长在预期之内。我
国利用外资将处于平稳增长态势；但与
吸引外资相比，预计今后几年对外投资
的增速可能要更快一些。

他介绍，商务部将深化对外投资合
作管理制度的改革，加强事前规划引导
和公共服务，加强事后监管保障和风险
应对，继续提高便利化水平，为企业营
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同时还将推
进确立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更多
释放企业境外投资的活力。

去年实际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我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本报海口1月21日讯（记者陈平）
借助昨天大涨东风，今天，沪深两市在
以金融板块为首的大盘权重板块带领
下，高开高走，放量飚涨，终盘收出一
根大阳线。沪综指收复 3300 点涨
150.56点，涨幅4.74%，创五年最大单
日涨幅，收报 3323.61 点；深成指涨
375.70 点，涨幅 3.42%，收报 11372.18
点；创业板也有不错的涨幅，但比主板
要小得多，盘中继续创出新高，涨幅
1.28%。两市成交继续放大，共成交
8085.8 亿元，相比昨天增加 985.1 亿
元。市场个股板块普涨，上涨的个股

达到罕见的2188家，而下跌的只有可
怜的208只。市场个股板块争相辉艳，
做多人气十分高涨。

专家分析认为，经过两天的大涨，市
场收复了周一暴跌的绝大部分失地。就
此来看，周一的大跌只不过是一次有惊
无险的“假摔”而已，正如兴业证券在今
日发表研报所称，本轮改革驱动的存
量财富再配置牛市仍在初期。不过，
短线来看，鉴于沪指3478点的非凡压
力，以及连续两天飚涨积累的获利盘，
明天市场冲高回落的可能性较大，仓
重的投资者不妨借此适当降低仓位，
以令自己在后市的波动中处于可进可
退的地位上。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指创五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昨日市况

新华社芝加哥1月20日电（记者何险峰）受
欧洲央行将推出量化宽松市场预期等方面影响，
纽约金价20日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纽约商
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2月黄金期
价20日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7.3美元，收于每盎司
1294.2美元，涨幅为1.35％。

分析员认为，市场广泛预期欧洲央行将推出量
化宽松计划，以重振欧元区经济，这一预期增加市
场避险情绪，利好黄金期价。

此外，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使
市场关于经济增长放缓担忧持续，黄金的需
求增加。

纽约金价
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

本报讯 1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
会（下称中证协）发布的证券公司2014
年度经营数据显示，120家证券公司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02.84亿元，较上
年 增 长 63.45% ；而 净 利 润 则 实 现
965.54 亿元，同比暴增 119.34%。其
中，119家券商实现了盈利。

具体到券商各项业务，其收入的贡献
及增长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以融资融
券为代表的利息收入占比出现了明显提
高，其收入占比从前一年度的11.55%提

升至2014年的17.14%；除此之外，券商
的投行、自营及资管业务也实现了不同程
度的增长。分析人士认为，券商股2015
年的业绩增长预期仍与A股的活跃度
紧密相关，但与此同时，当前监管层针对
两融业务实施的新监管措施，可能对未
来券商股的业绩预期带来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另一项受到关注的数
据是资管规模的变化。数据显示，
2014年券商资管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
额达7.97万亿元，同比增长53.27%。

据中证协统计，截至2014年12月
31日，120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4.09万
亿元，为上一年度的2.08倍，同比增长
96.63%；净资产为9205.19亿元，同比
增长22.11%；净资本达6791.60亿元，
同比增长30.49%。计算并对比总资产
与净资本的增幅可以发现，2014年券
商总资产与净资本比值为8.52：1；而两
项资产值较上年的增速比则为3.16：
1。这也意味着，2014年证券业的经营
杠杆提升较为明显。 （小升）

券商赚满钵 去年净利润翻番
120家证券公司全年实现净利润965.54亿元

本报讯 深交所1月21日发布公
告称，申万宏源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5年1月26日在深交所上市。证券
简称为“申万宏源”，证券代码为

“000166”。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
数为14，856，744，977股，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8，140，984，977股。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中3，254，680，459股自上
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至此，申银万

国与宏源证券这一中国证券行业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的市场化并购案圆满收
官。据报道，按照2014年8月末审计
数据测算，申万宏源证券公司总资产合
计1089亿元，净资产合计340亿元。
截至目前，申万宏源总市值已超过
2200亿元，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值
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深交所同时发布公告称，申银万国

向宏源证券所有股东发行股份，换取该
等股东所持有的宏源证券股票，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宏源证券法人资格
将被注销，申银万国证券作为存续公司
将承继及承接宏源证券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宏源证券已向深交所提交关于
其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同时，宏源证
券股票自2015年 1月26日起终止上
市。 （小升）

国内证券业规模最大并购案收官

申万宏源将上市 市值居深交所首位
恒生指数
升401.42点

1 月 21日，一名
市民从香港中环一家
银行的恒生指数电子
显示屏前走过。当
日，香港恒生指数上
升 401.42 点，收报
24352.58点。

新华社发

本报讯 新华保险 20日公告称，有涉及公
司股份的重大事项正在讨论过程中。该公司
股票自19日起停牌。据一位正参与并购案的
有关人士透露，新华保险的大股东中央汇金
有望出售部分股权，将所持股权让渡给阿里
巴巴。

目前，中央汇金持股新华保险 31.34%，为
第一大股东。据悉，此次股权转让，汇金公司只
是兑现部分收益，不会完全撤离新华保险。同
时，也将为新华保险引入新锐实力股东，为公司
增加发展新动力。

阿里巴巴的马云，无疑是当前资本市场
上最受关注的风向标。在并购市场上，马云
的身影不时出现在电影娱乐、足球、物流、农
业、医疗服务业、基金、金融等领域，但唯缺保
险业。 （小升）

马云出手买保险
阿里或购新华保险股份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新媒体专电 外媒称，
那些希望从中国消费者身上赚钱的企业，多年来
一直将目标锁定在年轻人和富人等利润丰厚的特
定市场。而现在，很多企业开始瞄准另一个市场
群体：老年人。

报道说，中国老年人口的庞大数量使之成为
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
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称，2014—2050年
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约4万亿元人
民币增长到约106万亿元人民币。

报道称，考虑到中国老年人有节俭的习惯，许
多公司将营销对象转向了他们的子女——在中
国，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营销策略。

中国“银发市场”商机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