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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营主体规模小

●直接融资比例较低

●上市公司后备资源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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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1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
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附楼第二层整层、第九层半层（自北向
南计312m2）的房产及其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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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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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标的物名称

旭龙公寓第二层201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2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3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4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5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6室

旭龙公寓第九层904室

旭龙公寓第九层905室

旭龙公寓第九层906室

建筑面
积（m2）

129.04

66.04

109.78

109.78

94.83

100.2

100.25

94.83

102.2

906.95

参考价
（万元）

62.16

31.82

52.89

52.89

45.68

48.27

49.99

47.28

50.96

441.94

竞买保
证金（万元）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35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标的物情况说明：1、本次拍卖采取整体优先原则；2、该旭龙国际
大厦附楼已经竣工，涉案9套房产未办理相应房产初始登记，故成交
后相应的办证事项应以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求为准；3、本次拍卖采取
净价拍卖，即过户产生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标的展示时间及地
点：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17:00止，于标的物所在地进
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6月30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须在2015年6月30日17:00前到帐，
逾期将不再受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
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
琼海法技拍委字第4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室
联系电话：0898-31981199、13647576776、18689970209
法院监督电话：66160113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5年5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公告

2015年5月份，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监测城市（镇）空气
质量100%的天数达到优良水平,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83.4%，良
级天数比例为16.6%，无轻度或中度污染天。与上月比较，优级
天数比例上升了20.5%。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指标进行计算）评
价，2015年5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5个市县分别是琼中、陵
水、白沙、三亚和保亭。

2015年5月全省18个市县（三沙市除外）城市（镇）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如下：

备注：屯昌、文昌监测数据有效率不足，达不到评价要求。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5年6月11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琼中县

陵水县

白沙县

三亚市

保亭县

定安县

澄迈县

五指山市

海口市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1.635

1.662

1.713

1.730

1.816

1.840

1.867

1.871

1.876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万宁市

琼海市

乐东县

儋州市

东方市

临高县

昌江县

文昌市

屯昌县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1.881

1.919

2.032

2.095

2.137

2.140

2.251

/

/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2、3、4号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4）琼山执字第79号、（2013）琼山
执字第163-2号、（2013）琼山执字第164-2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
认，由我公司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1、位于海口市新大洲大道351号颐和美景花园1-303号房（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YL373826号，建筑面积：75.80m2），参考
价：人民币33.6916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2、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顺民街127号第七层703号房（证号：
HK338922号，建筑面积：61.77m2），参考价：人民币29.04万元，竞买
保证金：8万元；

3、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顺民街127号第八层803号房（证号：
HK338912号，建筑面积：61.77m2），参考价：人民币26.792万元，竞买
保证金：8万元。

拍卖时间：2015年7月3日10：00。
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本公司拍卖厅。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7月1日17：00前到账为准。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2日12: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

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缴款用途须
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2、3、4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
某缴款）。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
担。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6674587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二0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6、7、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4）龙执字第 59-1 号、
（2013）龙执字第4548-2号执行裁定书和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4）秀执字第288-1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
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大同路30号主
楼14层1414房（证号：HK094780号，建筑面积：34.89m2），参考价：
14.8398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2、位于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星一
横路8号金广大厦第五层503房（证号：HK044792号，建筑面积：
163.77m2），参考价：4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3、位于澄迈县老
城开发区龙吉花园B1栋5E房和C2栋8B房[预售证号：（2008）澄房
预字003号，建筑面积分别为84.94m2、65.57m2]，参考价：30.2535
万元、23.0931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现将第三次拍卖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7月8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3、标的的展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3日17:

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7月3日17:00前，以款到

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7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6、7、8号（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1）上述2号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

受人承担；（2）上述1、3号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31982239 15108997783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张中
宝）去兰州，您准备好了吗？2015中国
西部（兰州）休闲博览会（以下简称兰博
会）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即将开启主题
为“我的海南，我的家”海南房产千人大
团购活动，在兰州掀起海南地产大团购
热潮，以强大的促销攻势，把海南旅游
地产推向西北及全国市场。

由甘肃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2015
中国西部（兰州）休闲博览会”将于7月
17日至20日举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将与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携手，开辟“海
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把兰州客场办成
海南地产展销的主场。这是继重庆、北
京、哈尔滨、西安等岛外房产推介之后，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起的第12站海南

房产岛外营销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及

媒体的大力支持，预计届时兰博会将有超
过3万人参观，而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有
望成为此次兰博会的一大亮点，成为海南
旅游推介和地产展销的桥梁和平台。

据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
的海南，我的家”海南房产千人大团购活
动组委会已经向甘肃受众通过微信、微
博等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第一时间掌握
购房意向人群，获取有意到海南购房、投
资置业、度假休闲等人群信息。目前调
查现在还在进行中，调查问卷的点击量
和关注度仍在持续攀升。

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市场调查和了解用户需求，向这些目标
人群有针对性地推介海南旅游和地产
展销，将吸收更多的潜在购房人群加入
到“千人大团购”活动中来。

据介绍，兰博会是我国西部影响力
最大的会展之一，贯穿“丝绸之路”沿途
城市，覆盖千万人群，是海南楼盘岛外
推销的大好时机。因为看中兰博会这
个平台，琼海、儋州、昌江、临高等市县，
以及绿地、恒大、佳元等房企积极踊跃
参加，目前已约有80家地产企业和旅
游品牌报名参与“我的海南，我的家”海
南房产千人大团购活动。

“海南房产千人大团购”即将在中国西部开团

去兰州团房，您准备好了吗？

本报海口6月 15日讯（记者梁振
君 陈怡）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海南资本市
场发展专题座谈会上获悉，截至今年5
月底，我省共有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 27家，总股本 339.53 亿股，总市值
4829.88亿元。此外，省内企业直接融
资比重从 2010 年的 10%左右提升至
2014年的25%。业内专家认为，海南资
本市场还存在三大问题亟待破解。

截至2015年5月底，海南共有沪深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7家，其中主板上
市22家、中小板3家、创业板2家；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新三板”）
挂牌企业5家，省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挂牌企业23家，海南股交中心挂牌企业
78家（交易板12家，展示板66家）。海

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2家交易中心已
开业运营，3家交易中心正在筹备。目前
有2家拟上市公司已向证监会报送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正在审核中。

根据上市公司一季度报告，2015年
3 月 31 日 ，海 南 上 市 公 司 总 资 产
2336.58亿元，较年初增长0.52%，净资

产910.16亿元，较年初增长3.09%。
融资情况方面，2010年—2014年，

省内企业通过首发上市、发行企业债、公
司债、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等多种方
式融资900亿元，直接融资比重从2010
年的10%左右提升至2014年的25%。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省资本市场

主要存在三大问题。首先，市场经营主
体规模小。证券公司注册资本、净资产、
净利润等指标在全国排名仍处于中后
位，上市公司数量、总资产、总股本、总市
值占全国比例均在1%左右，且50%的
上市公司“两头在外”（公司的大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在外地，公司主要资产或全

部资产、经营机构在外地）特征明显，还
有部分上市公司多年未利用资本市场进
行再融资。

其次，直接融资比例较低。全省直
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约25%，远远落
后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50%左右的直
接融资比例，我省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
对银行间接融资的依赖性仍然较强。

第三，上市公司后备资源缺乏。由
于省内多数企业经营规模较小，企业自
身缺乏选择直接融资工具的能力，能达
到上市条件的企业很少，目前只有2家
企业处于IPO在审阶段；11家处于辅导
期的企业中，没有一家属于旅游、农业、
渔业等我省重点支柱产业、特色优势产
业或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范畴。

本报三亚6月15日电（记者况昌
勋）今日凌晨近1时起三亚喜迎长达7
个小时的降水，这是三亚继6月14日后
又一次降雨。不过，三亚旱情仍未解
除。今天，三亚市召开防旱部署会议，
将利用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打100口抗
旱深水井，保证供水，并实施由保亭报
导水库调水至三亚赤田水库工程。

截至6月14日，三亚全市水库蓄水

量 16551 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
28.4%，有效蓄水量10033万立方米，相
比去年同期减少6437万立方米。全市
54个小型水库干涸（不含农场），可供农
业用水量仅为4945万立方米。各区
4.87万人饮水受影响，农作物受旱面积
2.35万亩。

三亚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0天三
亚降水仍偏少。为应对旱情，三亚加强

原水调度，封堵非法取水口6个，实施
跨区域调水。日前，三亚与保亭召开了
调水协调会，双方分别成立临时调水管
理协调小组，6月13日起开始实施保亭
报导水库调水至赤田水库工程，预计6
月 20日可以完成相关工作并开始调
水，可每天给赤田水库补充水5万吨。

据省地矿局介绍，三亚市地下水资
源丰富，可以通过打深水井进行抗旱。

据探测，大茅区域单井每天出水量可达
5000吨，荔枝沟片区单井每天出水量
2000吨—3000吨，海棠湾单井出水量
为每天400吨—500吨，海坡村单井每
天出水量为300吨—500吨，崖城片区
单井每天出水量为300吨—500吨。省
地矿局专家队伍已经进驻三亚开展工
作，计划打100口抗旱深水井，15天内
可完成20口。

本报海口6月 15日讯（记者张中
宝）日前，昌茂集团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和海南岛养生科学与旅游医学研究院
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就国际先端养生医
疗机构和国家级生态护理教育培训基地
的合作建设全面达成合作，并将在定安
共同开发建设“昌茂·花漾湖生态医疗文
化教育产业园区”，打造海南区域独有的
医养结合的综合体项目。

根据合作协议，昌茂·花漾湖生态医
疗文化教育产业园区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40亿元。同时，双方将合作建设经营昌
茂·海南国际养生医疗研究院和海南昌
茂西雅图国际医学护理学院，创建以护
理为主干学科的健康职业学院；创建以
康复与老年病治疗为特色的医疗机构；
建设国际化老年友好型健康生态社区；
建设冷泉、温泉浴疗中心与养生酒店；建
设养生文化一条街；设立居住健康研究
所并开办高端养生论坛。

“此次昌茂集团和海南岛养生科学
与旅游医学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将开启
海南养老地产新模式，双方合作在定安
县龙湖区域打造以养生养老为主题的专
业医疗机构及配套高等医护院校将填补
定安医疗、教育领域的市场空白，并将在
推动海南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中贡献力
量。”昌茂集团董事长陈权中说。

海南岛养生科学与旅游医学研究院
理事长李永春表示，此次合作项目将完
善区域医疗、教育、生态、生活的文化产
业配套，实现教育、文化、医疗、生态养老
等复合型多元化综合体项目的建成并良
性运营。

本报那大6月15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儋州全市
领导干部会议上获悉，即日起，儋州将开展为期一
年的领导干部“入农户、帮增收”活动，包括书记、市
长在内的全市299名领导干部将联系帮扶23个自
然村，计划帮助657户、2968人脱贫增收。

据悉，“入农户、帮增收”活动是儋州市“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确定的“九个一”主题实践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根据方案，活动将围绕“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的目标要求，重点完成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产业发展、加强教育卫生扶持、整治环境卫
生、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五大任务，推进东成镇番陈
村等4个行政村的23个自然村整村扶贫开发。

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每个村将引进1项
以上养殖、种植、林下经济、花卉苗木培育、设施农
业等增收项目，引导农户参与实施，努力实现村有
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确保贫困户年人均收入
2809元以上，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我省企业直接融资比重4年提升15%，但仍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资本市场发展尚需破解三掣肘
有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7家，其中主板上市22家、中小板3

家、创业板2家；有2家拟上市公司正在审核中；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新三板”）挂牌企业5家；

海南股交中心挂牌企业78家。

昨晨及时雨未能除旱情，三亚部署多项措施迎战旱魃——

打百口深井 跨区域调水

本报海口6月 15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王彬）今天上午，由省文联牵
头启动的“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草图评选会在海口举行，首
批30件优秀作品草图脱颖而出，成为该
项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自去年3月启动以来，经过3次
论证，确定了52个海南省历史文化重
大题材，并于去年10月向社会发布公
告，接受申报和投稿。来自全省各地的
老中青画家踊跃参与，通过采风、研讨
和草图观摩等方式，创作出61件送评
作品草图。

我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

选出首批30件作品

领导干部走村入户
促农增收

集生态养老医疗教育一体

昌茂·花漾湖
产业园区落户定安

6月15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平镇的乘坡河，巨大的石臼群蔚
为壮观。石臼有的像圆盘子，有的像
大水缸，有的像大脚丫，还有的像一
朵盛开的大莲花……数量之多，体形
之大，造型之绝妙，水流之变幻，令人
叹为观止。

据介绍，乘坡河石臼群是典型的
石臼地质遗迹，长约1000米，宽约
300米，是难得的原始自然景观，琼
中将在此建设地质公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琼中：

乘坡石臼群
展自然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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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旱情

◀上接A01版
市场主体只需要在住所登录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门户网站，即可在网上完成年度报告的录入及公示，
节省了大量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海南在全国率
先推行“三级注册官”制度，全系统任命“注册官”658
名，改变了过去“窗口办事人员审查—主管领导核
准”的“一审一核”模式，实行由首办“注册官”全程服
务、终身负责的登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层层
审批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2013年1月起，海南工
商免征企业注册登记费和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
2014年7月，海南个私协会终结了具有31年历史的
会员费，这意味着海南工商已取消所有项目收费。

海南工商还专门清理代理机构281家，规范名
称和经营范围的代理机构133家，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进行信用信息公示的116家。彻底消除了多年
来代理机构搭工商审批业务的“便车”代办收费、长
期吃“行政饭”的现象。以实际行动落实了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放权要真正放给市场，不能被中介机构截
留”的重要指示。

2014年9月26日，新《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
登记管理条例》由海南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修订通过，并于11月1日正式实施，以立法的形
式给商事制度改革保驾护航。2015年2月13日，经
省政府同意，《海南省企业法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管理暂行办法》印发全省执行。通过进一步放宽企
业法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实行“一址多照”和“一
照多址”，在有效保障经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切实
降低创业成本。

鼓励创业创新 打造中国的“硅谷”
6月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发

展互联网产业的若干意见》，指出今年底海口、三亚
城区拟实现宽带平均速率20Mbps；知名互联网企
业在海南设区域总部最高奖励500万元；海南加大
互联网企业财政扶持，设立发展专项资金；海南互联
网产业吸引琼籍人才回乡最高补贴50万元购房款；
海南鼓励互联网创新创业，来琼创业最高可获500
万元风投基金等。

“从出台的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海南打造中国‘硅
谷’的雄心壮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
理、海南研究所所长夏锋介绍，海南是一个网络大省，
2000年在海口创立的凯迪网络是目前中国最具代表
性的互联网UGC平台之一，已经快速从一个互联网
1.0时代的BBS站点发展成为以技术和用户驱动的互
联网大数据公司。凯迪网络近期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审核同意，获准挂牌新三板（股票代码：
832611）。这是海南省挂牌新三板的第四家企业，也是
国内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互联网社区网站。而在全球华
人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天涯社区”也正在酝酿上市。海
南诞生了全国最早的华人社区论坛，海南人均上网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等，说明海南发展互联网产业大有可为。

夏锋认为，海南有生态优势、经济特区优势和国际
旅游岛建设优势，生态环境世界一流，只要有发展互联
网产业的优惠政策，解决好高端人才顾虑的医疗、教
育、住房等问题，海南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的“硅谷”。

改革无穷期，发展无止境，深化改革正成为海南
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出台柔性引才政策，吸引

“外脑”建设国际旅游岛，为立足海南的企业做大、做
强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海南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
这个年轻的省份活力十足，青春永驻！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

改革筑起创业创新“梦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