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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记者
陆佳飞 穆东）据美国《纽约时报》1日报
道，美国副总统拜登目前正在采取行
动，寻求竞选总统。报道称，拜登的参
选将改变美国2016年大选民主党阵营
力量布局，并将对该党目前竞选领跑者
希拉里·克林顿构成直接威胁。

报道说，拜登团队已经开始全面接
触那些尚未公开表明支持希拉里·克林
顿竞选的民主党领导层成员，并同时与
诸多质疑希拉里·克林顿能否赢得选举
的民主党人进行联系。

报道还援引该报社专栏作家莫林·
多德的话说，拜登曾多次在官邸与家庭
成员、朋友以及支持者举行会谈，商讨

参加2016年大选以及如何在爱荷华和
新罕布什尔两个最早举行初选的州向
希拉里·克林顿发起挑战。

希拉里·克林顿自今年4月宣布参加
竞选以来在民主党选民中获得了压倒性
的支持，遥遥领先于包括前马里兰州州长
马丁·奥马利和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
德斯在内的另4位民主党竞选人。

然而，近期多个民调显示，之前民众

并未太过在意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诸
多负面新闻，比如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
用个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的做法，开始使
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她不可信赖。

美联社说，如果拜登参选，将从根本
上改变明年选举民主党党内预选的格局。

共和党内已有17人宣布竞选总统，
其中包括前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威
斯康星州长斯科特·沃克。而民主党内迄

今只有5人宣布参选，且希拉里遥遥领
先。除希拉里，其他4人为佛蒙特州联邦
参议员伯尼·斯科特、前马里兰州长马丁·
奥迈利、前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吉姆·
韦布和罗得岛州长林肯·查菲。

昆尼皮亚克大学7月30日发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希拉里以绝对优势在民
主党内领跑，民意支持率为55％，桑德斯
位居第二，但只有17％。拜登虽未参选，

但作为可能的竞选人，支持率也有13％。
然而，近期民调同时显示，之前民众

并未太过在意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诸
多负面新闻，比如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
用个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的做法，开始使
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她不可信赖。

多德认为，由于拜登同希拉里关系
不错，也尊重民主党内推出一位女总统
的愿望，因此参选对他本人而言是一道
复杂的难题。

美联社说，并没有多少迹象显示拜
登本人正就参选采取实际行动。他与
游说团体“2016选拜登”没什么互动，也
没有考虑在预选头几个州的办公室选
址，或如何募集政治资金。

拜登寻求参加2016美总统大选
将对希拉里构成直接威胁

催收公告
根据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已从相关金融机构受让了下列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其他类资产及其相关权益（清单所列利息计算基准日为

2008年12月31日。基准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应付利息按相关约定届时另行计算）。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下列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其他
类资产及其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立即向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它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联系电话：0898-68582219；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楼。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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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投资企业名称

海南神鼎发展公司
海南神鼎发展公司
海南港澳保龄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港澳保龄设备有限公司
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盟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四川通产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联合证券交易部
海南兴海国际租赁公司
海南中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大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证实业公司[原海南省证券公司]
海南新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观艺术品有限公司
贵州港澳龟龙保健品有限公司
武汉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三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港澳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东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之友》杂志
海南经济特区产权交易中心
海南港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三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神鼎发展公司
海南港澳保龄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港澳保龄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港澳资产管理公司
海南港澳资产管理公司
海甸岛综合楼第8层
南宝路红棉公寓5套
杨东生股票盗卖案件

本 金

14,312,092.53
609,123.72
4,060,000.00
2,960,316.86
4,300,000.00
4,875,000.00
1,000,000.00
50,000.00
981,400.00
2,500,000.00
1,000,000.00
2,181,520.00
1,614,901.00
2,000,000.00
6,043,533.56
8,000,000.00
150,000.00
500,000.00
2,100,000.00
250,000.00
6,250,000.00
300,000.00
90,000.00
1,07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0
1,500,000.00
3,500,000.00
7,458,602.91
30,000,000.00
388,000.00
1,038,780.00
585,054.79

利息（包括但不限
于）/持股比例
7,386,714.81
0
680,244.30
0
430万股法人股
375万股法人股
0.05
0.2%(10万股法人股)
0.1
0.05
1.639%(100万法人股)
4.16%(147.4万法人股)
0.06
200万股
0.25
0.5
150,000股法人股
不详
7%(210万股法人股)
不详

不详
0.45%的比例

100%全资子公司
0.3
0.7

100%全资子公司

0

合计

21,698,807.34
609,123.72
4,740,244.30
2,960,316.86
4,300,000.00
4,875,000.00
1,000,000.00
50,000.00
981,400.00
2,500,000.00
1,000,000.00
2,181,520.00
1,614,901.00
2,000,000.00
6,043,533.56
8,000,000.00
150,000.00
500,000.00
2,100,000.00
250,000.00
6,250,000.00
300,000.00
90,000.00
1,07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0
1,500,000.00
3,500,000.00
7,458,602.91
30,000,000.00
388,000.00
1,038,780.00
585,054.79

账面余额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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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债务企业/投资企业名称

海南南丰彩印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海天国际经济开发公司
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海国投集团有限公司
海国投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伟图中国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
[原海南伟图（瑞典）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国贸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港发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南殷鞋厂
海南华云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中保实业公司
海南东洋国际房地产开发公司
金融实业房地产公司
海南星际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天和磷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蓝田冶炼厂
湖南中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珠江建设（集团）公司
海南源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开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亳州市银丰城市信用合作社
海南大东海旅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头九九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兰溪经济开发区实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东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南方信托投资公司
海口渝海格林梦大酒店
晶裕发展公司
海南兴海实业公司
海南汇宇物业发展公司
海南省证券公司

本 金

11,985,918.62
12,000,000.00
92,987,672.05
214,725,308.00
78,000,000.00

14,000,000.00

300,000.00
3,051,661.20
17,042,950.08
2,000,000.00
500,000.00
9,944,000.00

-
1,5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0

-
7,629,732.50
1,629,280.00
5,000,000.00
7,500,000.00
9,930,000.00
740,000.91
550,000.00
10,000,000.00
10,045,802.89
3,000,000.00
1,000,000.00
973,479.95

-
2,310,000.00
10,000,000.00

利息（包括但不限
于）/持股比例
5,594,990.30
11,892,620.00
48,310,489.46
151,974,099.92
0

7,992,366.67

0
0
13,141,046.27
1,798,492.66
198,800.00
0
2,543,860.00
1,307,330.00
4,218,333.33
1,650,000.00
11,175,356.66
3,607,020.00
0
0
0
0
0
270,000.20

0

0
447,120.00
0
7,659.00

0

合计

17,580,908.92
23,892,620.00
141,298,161.51
366,699,407.92
78,000,000.00

21,992,366.67

300,000.00
3,051,661.20
30,183,996.35
3,798,492.66
698,800.00
9,944,000.00
2,543,860.00
2,807,330.00
24,218,333.33
11,650,000.00
61,175,356.66
3,607,020.00
7,629,732.50
1,629,280.00
5,000,000.00
7,500,000.00
9,930,000.00
1,010,001.11
550,000.00
10,000,000.00
10,045,802.89
3,000,000.00
1,447,120.00
973,479.95
7,659.00
2,310,000.00
10,000,000.00

账面余额

注:利息计算截止日为2008年12月31日。截止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另行计算。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下

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境外
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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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
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大楼耕保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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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和购买《万宁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报名期限：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31日17：00（以竞买
保证金实际到帐为准）。五、竞买保证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年8月31
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
始时间：2015年8月23日10:00时；截止时间：2015年9月2日09:30
时；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
30 ，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
0898-62217899、13876266829、65303602，联系人：陈先生、吴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万宁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8月3日

容积率≤2.5，建筑密度≤20%，绿地
率≥40%，建筑限高≤80米。

位置
面 积

（公顷）
使用年限 土地用途

起始价
（人民币万元）

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万元）

规划指标地块编号

万 让 2013- 15- 1
（A）号地块

万 让 2013- 15- 1
（B）号地块

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

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

3.4767

3.4267

70年
城镇住宅用地（中低价位、中
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容积率≤2.5，建筑密度≤20%，绿地
率≥40%，建筑限高≤80米7117 7117

70157015
城镇住宅用地（中低价位、中
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70年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09号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执字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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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呖 桥田肚（现博雅路）滨海小区C
栋第八、九层房产中的权益[证号：文庄公房证字第970001号，地
号：52-（1）-61]：参考价为85.7744万元。竞买保证金为20万
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8月20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
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拍卖大厅；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2015年8月18日17：00前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19日17:00止，逾期将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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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
第109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
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5915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口乐

供 求
▲东方市新港红树林咸水鸭饭店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税号：
46000719700712501X02 号 ，声
明作废。
▲黄明不慎遗失中级金融经济专
业证书，编号NO:0042607，现特
此声明。
▲海南望海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司合同章1枚，现声明
作废。
▲谭谨珂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30321199804067024，特 此 声
明。
▲王澄交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402192319，特此
声明。
▲王延丽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20805852 X，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康绿源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壹本、副
本贰本（副本号2-1、2-2），注册
号：460100000218248；税务登记
证正本、副本各壹本，税务号：
460100552768261；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副本各壹本，代码：
55276826-1；财务专用章壹枚；工
行海口海港支行开户许可证壹张，
核准号：J6410009815201，现声明
作废。
▲ 王 玉 女 （ 身 份 证 号 ：
460003198010103021）于 2004
年1月12日在儋州市木棠卫生院
出生一名男婴，其出生证遗失，证
号：D460068415，声明作废。

华宝防水材料专卖
我司生产销售JS、K11防水涂料，
TF、有机硅、水不漏、胶泥、胶粉，平
价供应聚乙烯丙纶复合卷材。城西
店苍峄路 18号 13976110804
金宇东路 15号 66775662

厂房仓库招租15120881789
旺铺租售

南宝路旺铺租售，价格从优。刘先
生13876017164

转让48座大宇牌大客车3台
李13876819112

注销公告
三亚四通禾润投资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460200000091771，
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无债权债务。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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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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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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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8868,13518885998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想要让自己的暑假变得更有意义吗？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
心举办“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参与的学生们
能够自我磨练、增长见识，感受到劳动的苦与乐，养成自力更生和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本中心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和好玩有趣的户外活
动！卖报期间，小报童们的卖报体会或日记、感想等优秀文章，将有机
会被挑选出来发表在南国都市报和南国都市报新媒体、南海网为此次
活动专设的“卖报小行家”专栏。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你准备好了
吗？赶紧联系我们吧！欢迎大家拨打活动咨询及报名电话：盘沣锐
15595727909；钟 明 敏 15008983873；QQ 群 202074457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火热招募中

8月1日，观众在纳米比亚空军的运12型运
输机前拍照，运12为中国制造出口纳米比亚的运
输机。

当日，纳米比亚2015年国际航展在首都温
得和克的霍齐亚·库塔科国际机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吴长伟 摄

8月2日，在俄罗斯梁赞州，伤者被送离事故
现场。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一架
米－28N武装直升机2日在梁赞州举行的“航空
飞镖”飞行表演中坠毁，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 摄

纳米比亚举办
2015年国际航展

俄一架武装直升机
在飞行表演中坠毁

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承上启下
的重要一年，2015 已经进入“下半程”。
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为“十二
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开局奠定好
的基础，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动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和
风险管控意识，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
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这一重要原
则方法，对于我们稳中求进、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
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总
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是好的，同
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把握
大势，看清趋势，我们才能保持战略定
力、增强发展自信，不为一时起落而乱

了方寸，不为风雨险阻而迷失方向，推
动我国发展航船行稳致远。

定力来自信心，信心源自实力。上
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
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
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形势持续
向好，发展活力有所增强，呈现缓中趋
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基本面
企稳向好，有着扎实有力的现实支撑。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为49.5％，国民经济由工业主导
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从需求结构
看，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4.2 个
百分点，贡献率为 60％。从节能降耗
看，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5.9％。经
济结构深刻调整，经济运行质量提升，
让7％的增速更有含金量、更有说服力。

更应看到，全面深化改革提速，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强化，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三证合一、

一照一码”加快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如火如荼，“众创空间”、“创客中心”
等新业态活力四射……新的增长点正
在加快孕育并不断破茧而出，新的增长
动力正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量，预
示着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
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
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善弈者谋势”，中国经济的出色表
现、良好韧性、巨大潜力，也让国际上越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日益看好。日前，北
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 2022 年第二十四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这从
一个侧面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
稳步发展、社会持续进步的信心。

“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在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的同时，也应清醒看

到，前行的道路依然险阻重重。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
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有挑战有风险并不可
怕，关键要有化解挑战和排除风险的决
心和办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才会大有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只有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
形势，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
破，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
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创
新是根本出路。把改革作为调整结构
的根本依靠，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
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我们
就能让发展方式向绿色化转型、经济结
构更加优化、增长动力更加强劲，实现

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发展。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运用辩

证思维是重要方法论。“纷繁世事多元
应，击鼓催征稳驭舟。”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要坚持宏观政策
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
总体思路，既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
定性，又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
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
时进行预调微调。既要勇于“破”，又要
善于“立”，守住风险底线，大力推进改革
开放，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综合平衡，为经济发展打造新
机制、点燃新引擎，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有机统一。

掌舵沉稳裕如，知难勇毅向前。用发
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用实干的汗
水浇灌我们的梦想，以新作为引领新常
态，中国经济必定能稳健前行，不断开拓
发展新境界。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保持定力，主动适应新常态
——“增强发展自信、做好经济工作”之一

■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