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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 迁 公 告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北侧，土地证编号为【市国用（2004）第

000752 号、面积 17051.21m2】、【市国用（2004）第 002821 号，面积
12957.60m2】、【市国用（2004）第000754号，面积16527.43m2】均为国有
土地，根据政府城市建设要求进行建设。

现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凡涉及到以下范围内的违法临建需进行搬
迁。具体四至范围：福秀小区以北、福秀小区以东、书场村以南、海秀
公园以西。

我司已于2014年6月19日、2014年8月5日、2015年1月22日对
涉及到上述场地范围内的违法临建、苗木及过路电线电缆、水管等，要
求被搬迁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搬迁和改道。

现再次通知，在上述范围内一切违法临建、苗木及过路电线电缆、
水管等，最晚于下列规定期限内自行搬迁。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自行搬迁期限：
【市国用（2004）第000752号】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 2月 7日。
【市国用（2004）第002821号】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 4月 7日。
【市国用（2004）第000754号】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 6月 7日。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976177168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8日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是国内干线机场，位于中国最南端三亚市西北
11公里处，航站楼面积 5.2万m2。2013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1287万人
次，全国排名第 19位。2014年旅客吞吐量接近 1500万人次。为进一
步提升三亚机场的餐饮服务功能和经济收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对国
际航站楼、贵宾楼部分商业资源进行了重新规划调整，并通过招投标
进行公开招商，欢迎符合本次招标准入条件的经营商参加本项目的投
标。一、项目名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际航站楼餐饮、贵宾航站楼商
业项目招商。二、项目概述：国际楼招商项目经营网点分布在凤凰机
场国际航站楼 2个点位，总面积约 288m2。其中隔离区内 1个点位，面
积 100m2；隔离区外 1个点位，面积 188m2。贵宾航站楼商业招商项目
经营网点为凤凰机场贵宾楼二楼，主要经营零售、餐饮类项目。如有
意参与，可联系我们。招商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洪义：0898-88289048 杨志浩：0898-88289594。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际航站楼餐饮、贵宾楼

商业招商项目对外招商信息
海南省智达无创体检中心招聘公告

海南省智达无创体检中心是处于全国首家无创体检领导者地
位的医疗机构，采用快速、环保、无创的高科技现代化体检手段，对
公众实行全面的健康管理指导。该中心秉承准确快速，送达健康
的理念，推行健康教育、建立健康档案，为海南人民造福，做百姓的
健康管家。现因开展业务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包括医师10名、护士30名，要求条件如下：1. 医师专业为内
科、外科，需要有执业医师资格，年龄不限，有3年以上的执业经历
者优先录用。2. 护士需具备护理学专科以上学历，有执业护士资
格，年龄23-30岁，有3年以上的执业经历者优先录用。以上人员
经面试考核录用后待遇面议。报名地址：海口市海甸四东路26-1
伟达雅郡“海南省智达无创体检中心”（寰岛泰得大酒店东100米）

联 系 人：杨家骐 王建标
联系电话：32879898，18689858822，13807577081
截止时间：2015年3月20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造船厂10560.89m2（约15.84亩）

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2HN0013号

受委托，按现状再次公开转让昌江黎族自治县造船厂
10560.89m2（约15.84亩）土地使用权。一、基本情况：本次转让土地
位于昌江昌化镇昌化港东北侧，距北部湾海岸约二三十米，使用权
类型为划拨用地，用途性质为酒店业用地。目前，该地块区域基础
设施配套完善，宗地外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
供水、排水）。二、挂牌价不低于806万元（含土地出让金），公告期：
2015年2月2日--2015年3月4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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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2月2日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为长影海南“环球 100”项目一期地质勘察项目，已向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号：海发改备 4号）备案并获得批准，招
标人为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概况：长影海南

“环球100”项目一期地质勘察项目，拟建主题乐园总建筑面积约20万
平方米，含商业综合体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总用地 668365.235 平方
米。本勘察项目招标控制价为 ￥2,413,600.00元。勘察工期：30日历
天。招标范围：详细勘察、测量放点及后续服务等。招标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岩土工程勘察甲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
人须具备注册岩土工程师资质，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企业进琼
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且业务范围符合本项目的资质要求等。请于
2015年 2月 2日起登陆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电子招标专区下载招
标文件。具体要求详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及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联系方式：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程先生18389480777。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产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颐和美景花园第五批）

现有位于海口市新大洲大道351号颐和美景花园（原地址：
琼山市府城镇红星管区三公里头君坡，原名称晨光小区）张茂祥
等8名购房者向我局提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根据《海口市人
民政府关于解决办理房地产证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海府
[2009]127号）的相关规定，现就申请人申请登记的房屋相关内
容公告如下（见附表），如对以下房屋的产权有异议的，请于本公
告公布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

异议受理地点：海口市海甸五西路怡心路9号
受理机构：海口市房屋产权交易登记中心
邮政编码：570208 联系电话：0898-6628131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姓名
张茂祥
罗梦

杨粉英、王胜运
杨风
何孟周
赵蓉
李文杰

窦全琴、王芳

房号
11-105
12-501
12-303
11-304
9-202
6-201
5-101
4-203

面积
57.59
40.48
75.8
74
42.3
42.03
42.03
72.27

备注
购买
购买
购买
购买
购买
购买
购买
购买

颐和美景花园第五批申请房屋登记主要情况表

2015年1月26日

招标公告
海南国际嵩山旅业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酒店经营、房地

产开发为一体的综合企业。目前，公司正在海口西海岸投资兴
建洲际假日酒店项目。现该项目的公共区装饰工程施工诚向
社会邀请招标。要求投标单位具备：1、经济实力雄厚。2、酒店
（四星级以上）装饰施工经验。3、装饰施工贰级（或乙级）以上
资质。有意投标者，请委派代表携带：1、法人委托书及本人身
份证（原件）；2、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结构
代码证、资质证书、业绩资料等复印件到该酒店项目部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3月31日。项目部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海 南 新 国 宾 馆 对 面）工 地 。 联 系 人 ：王 工（电 话 ：
13368900334）或云工（电话：13698980199）。

海南国际嵩山旅业实业有限公司
2015年1月30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景瑞大厦业主委员会；招标代理：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景瑞大厦A栋外墙装修工程，工期：90日历
天；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详见施工图）；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且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
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施工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
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文件获取：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
信于 2015年 2 月 2 日至 2015年 2 月 6日（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到海口市龙昆南路73号昌乐园6幢2楼C室购买招标文件（每套
售价 500元），售后不退。文件递交：2015年 3月 3日 9 时 00 分；地
点：海口市白龙南路38号琼苑宾馆第二会议室（或另行通知），逾期不
受理。联系人：卢工 66777136注：欲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或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查看。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废旧物资处置公告
现有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2机组环保改造拆除

的一批废旧物资需处置,具体包含如下设备：
1、两台型号为AN25e6的静叶可调轴流引风机（不含电机），原

值为2318969.58元，净值为1598785.18元。
2、一台型号为AN42e6的静叶可调轴流增压风机（不含电机），

原值为2530582.73元，净值为1744679.27元。
以上物资设备为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2013年

12月#2机组环保改造时拆除的设备，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2机组于2009年12月安装完成投产。上述风机设备拆除时

对基础部分进行破坏拆除，拆除前设备均运行良好，拆除后露天存
放在华能东方电厂堆放场地，经超过一年放置后有一定程度腐蚀，
具体设备状况待现场评估。

现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对外公开招标处置以上
物资，请有购买意向的单位在2015年2月6日9时前将报标人姓名、
联系方式、投标单位名称和相关资质扫描件发送至Ddfdc_chb@126.
com进行报名。

欢迎有意向招标单位现场勘查设备状况。现场勘查联系人：伊先生，电
话：13518047737；商务联系人：车先生，电话：0898-3662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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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037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以撤销，你厂如对本决定不服，可
在公告之日起50日内向海南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年2月2日

减资公告
海南中旅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000245639）经股东会
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100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0万元，
特此公告。土地及厂房出租

老城盈滨路30亩土地及厂房对外
出租 李女士：15008081871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海南南方建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证号:
32402411-3，现声明作废。
▲孙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码
为：341221198210056802，特此
声明。
▲ 罗利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10423196608078106，声 明 作
废。
▲邓康英遗失户口迁移证，编号
为：00155973，声明作废。
▲符小品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2819890803201X，特此声明。
▲海南大马哈鱼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副
本 号 2—2） ，注 册 号 为 ：
460000000205486，声明作废。
▲贾迪律师不慎遗失其律师执业
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0710735170，声明作废。
▲海口美年发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海口鑫精艺石业有限公司遗失
建行大英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3408201，声明作废。
▲海口东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
偿达成书面协议的，按书面协议执
行。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可以要求
公司就债务清偿事宜进行协商。特
此 公 告 ！联 系 人 ：康 聪 鸿
15108960655地址：海南省五指山市
五指山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 告
白沙县陶瓷厂：我局决定对你厂
2004年10月24日的注销登记予

注销公告
海南泛美乐投资有限公司拟向万
宁市工商局申请注销。

分立公告
经2015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
五指山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原公司存续的情况下在拟派生
（新设）分立五指山兴兴实业有限
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76条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立前的债务
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
是，若五指山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工厂转让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主干道上正
常生产的建材企业，手续完善，自
有产权。土地面积44.6亩，国家一
流的生产设备工艺，产品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享受税收优惠，产品市
场广阔，原料充足，市场竞争力
强 。 联 系 人 ： 王 先 生
18289971663、 陈 女 士
13322099886。

富民工程投资理财项目
抓住商机，66775683 18976676629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注销公告
三亚优利德经贸物资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口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租赁合同，号码为：1002461、
1002462、 1002463、 1002464、
1002465，声明作废。
▲陈丁瑞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103199903133615，特此声明。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西海岸金美花园尾盘5.8折
2房1厅，4600元/m2起亏本销售。
电话13307581893 13379957888

互联网金融项目寻合作
未来七大赚钱行业之一，互联网金
融，项目已上线运营，欢迎咨询考
察，13976660898

这是我国首家互联网银行，也是首
家获批开业的民营银行——正在内测
试运营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已然成为
社会关注焦点。这家据称无网点、无需
担保，仅服务个人和小微企业、不设大
公司部的互联网银行，会以什么面貌服
务微众？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这家还
处于试营业阶段的银行。

没有宽敞的营业大厅，没有华丽的
装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田厦国际中心
的微众银行，除了电子屏上不断滚动的
基准利率、外汇牌价，其他地方完全看
不出这是一家银行。门口放置的一个
大大的企鹅造型透露出它的腾讯背景，
也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

与社会的高度关注相比，这家银行
的简单、低调有些出人意料。30亿元的
注册资本，400名员工，总部只占两层
楼，仅够容纳20人的会议室，行领导办
公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这些与传统
大银行相比，真是有些“微”不足道。

与“微”相比，人们更关心的是它的
“众”。微众银行墙上醒目的标语——“普
惠金融为目标，个存小贷为特色，数据为
抓手，同业合作为依托”，标示出这家创新
型互联网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

银监会批复的微众银行经营范围
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
算及票据、债券、外汇、银行卡等业务，
这似乎与传统银行并无差异。但其实

区别有两点：一是个存小贷，主要目标
客户为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进城务
工人员等普通公众，以及符合国家政策
导向的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二是没有
实体网点，业务在线完成。

与传统银行主要关注大企业、大项
目不同，微众银行主要吸收个人及小微
企业存款，并针对个人及小微企业发放
贷款。“在业务架构方面，由于我们的服
务对象与其他银行不同，所以不可能建
立大而全的东西，比如大公司部等。”微
众银行监事长李南青表示。

微众银行首笔3.5万元贷款发放给
一位卡车司机，司机通过远程“刷脸”认
证，通过大数据分析对贷款人信用进行

评定，其实已经描绘出首家网络银行如
何运行的大致轮廓。

“在网点面对面沟通有时都能遭遇销
售诱导存单变保单，传统银行实名开设的
账户还经常莫名其妙丢钱，互联网银行只
靠线上服务怎么让人轻易相信？”北京市
民潘小姐的疑惑说出不少储户的心声。

业内人士表示，线上业务最大风险
是欺诈风险。微众银行以个人客户和
小微企业为主，小额、分散的特点突出，
对系统的服务能力要求很高，需要用大
数法则分散风险。

互联网金融依靠大数据捕捉需求，
可是有用的数据分布在哪里？业内人
士认为，“刷脸”办业务确实很方便，但

如何确保身份识别准确，如何避免洗
钱、贪腐，这成为必须直面的难题。根
据有关规定，未在银行柜台与个人见面
认证开立的电子账户，不能转账结算、
交易支付和现金收付。

网商银行筹备组负责人俞胜法日
前表示，关于“面签”事宜，他们还在和
监管部门协商，就目前来看解决这一问
题的前景较为乐观。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夏斌直言，监管
的滞后性可以理解，但互联网银行乃至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都需要出台明确的规
则，并逐渐找寻到监管与创新的平衡点。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雨 苏雪燕
（新华社深圳2月1日电）

我国首家互联网银行内测试运营

2月1日，在山西运城南风广场，顾客在挑选挂
饰。

春节临近，各地年货市场红火，节日的喜庆气氛
日渐浓厚。 新华社发（鲍东升 摄）

购年货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