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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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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海南中通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龙园别墅小区的三套住宅房屋（含相关土地）
进行公开拍卖。详情如下：
序号
1
2
3

标的物名称
A型8栋房屋
A型9栋房屋
C型4栋房屋

建筑面积
303.77m2

326.00m2

256.68m2

房权证号
海房字第18612号
海房字第12057号
海房字第18603号

参考价
231万元
240万元
202万元

竞买保证金
5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12月3日10：
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楼整层；3、标的展示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4、报名截止日期：见报之日
起至2015年11月30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交纳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266262970641；6、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
29号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房屋按
现状拍卖，每套房产采取独立拍卖的方式。办理产权过户等相关税
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其中承租方海南君科立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和海南迪海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同等价位对A型8栋、A型9
栋享有优先购买权。拍卖公司电话：0898-66721736 18976590511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60113 网址：www.hnxkypm.com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4）龙执字第21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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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国贸路
16号金福城小区C栋065房产（证号：HK047449号、第6层，建筑面
积 149.44m2）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证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
013091号]，参考价89.5976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第二次
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12月3日10：00 ；2、拍
卖地点：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
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
月2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
2015年11月30日17：00前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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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111；6、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5）
海中法拍委字第4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1951 68539611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24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何万伍名下
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大院东附楼B幢603、604号房产（产权证
号：9118号，建筑面积：195.94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人民
币70.366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2月2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
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G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办理竞
买手续及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2015年12月1日17：00时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1
月30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
号：1009454890000184。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
字第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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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8555961 13036099114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66713990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招标代理：江西银信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桂林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概况：土地
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道路工程等；施工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监理
招标范围：施工阶段监理和保修阶段监理；施工投标资格要求：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水利
工程类中级（含）以上职称；企业负责人、拟派项目经理及专职安全员必须
持有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监理投
标资格要求：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施工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拟派总监
具备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及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并在本
单位注册；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5-11-12至2015-11-18（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下同），在http://218.77.183.48/
htms购买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详见2015-11-11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
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的招标公告信息。
联系人：方工,联系电话:0898-68500361。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64号

根据（2015）龙执字第3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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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
公开拍卖：海口市南海大道 9 号明光国际大厦 2601 房（面积：
56.59m2）、4131房、4231房、4207房（面积均为：48.69m2）4套房产，
参考价：187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整体拍卖。现将第二次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时间：2015年12月1日上午10：00；拍卖地
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12楼拍卖厅；标的展示咨询及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至2015年11月30日17：00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5年11月27日17：00前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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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180；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
中法拍委字第64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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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机构电话：
0898-66753060，法院监督电话：66501619。

中标公示
西海岸新区南片区B3201地块项目监理招标于2015年11月12

日09时00分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

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公示期：2015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15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

68727598。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延期公告
各位投标人：

现针对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程
2013秀英区东山镇（玉下）项目（简称“项目一”）和2014龙
华区新坡镇（卜文）项目（简称“项目二”）施工和监理标变更
如下：

1、报名截至时间：由2015年11月11日17时30分延期
至2015年11月17日17时30分

2、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由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
日期间延期至2015年11月18日下午17时30分。

3、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由2015
年 11月 17 日 15时延期至2015年 11月 19 日 15时。

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3日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秀英区文化馆室内装修工程；招标人：海口市秀英

区海秀镇人民政府；招标代理：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项目概况：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强电工程，弱电工程，消防栓给
水系统，给水系统，污废水系统，雨水系统，计划工期为70日历天；
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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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于
2015年 11月 13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
com）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同时在海南日报、海
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上发布。联系人：唐工，0898-68532507

“双 ”掀开中国内需潜力一个小角11 内需马达驱动科技创新
诞生于7年前的“双11”购物狂欢节，正在成为测试中国

经济潜能的温度计。12日零点，数字定格，中国消费纪录再
次刷新。

24小时912.17亿元，这是今年“双11”阿里巴巴平台上的
总成交额。熬夜血拼的消费者，连夜送货的快递员，早早投入这
场战斗的商家，都成为这场消费盛宴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认为，“双11”只是掀开了中
国内需潜力的一个小角。一整套商业基础设施在这一天得到检
验，需求压力倒逼技术创新，“双11”的背后是模式创新、技术创
新驱动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从最初的5200万元，到后来9.36亿
元、52亿元、191亿元、362亿、571亿，再
到今年的912亿元，7年来，阿里“双11”
成交额见证了中国持续旺盛的内需信号。

相比去年历时38分钟交易额突破
100亿元，今年只用了不到13分钟。

不到12小时，2015天猫“双11”全球购
物狂欢节交易额就突破571亿元，打破
去年“双11”全天交易额记录。

国家邮政局12日发布监测数据显
示，今年“双11”当天，主要电商企业全
天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4.6亿件，同比

增长65％。在快递物流行业，今年的
“双11”业务量很可能就是明年的日常
量，渐渐成为共识。

作为“双11”全球化的第一年，全
球进口商品热销的背后是中国消费需
求在升级。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参

与到今年“双11”。11日零点过后不到
2分钟，阿里平台上的跨境交易额超过
2014年“双11”全天跨境交易额。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正在唤醒农村
的消费热情。全国8000多个村点的农
民首次通过农村淘宝服务站的平台参
加“双11”全球狂欢节。第一单进村的
订单已在11日1点48分送达重庆市奉
节县草堂镇竹坪村。

传统零售业正在主动拥抱“互联
网＋”。苏宁、银泰等千余商家联动全
国超330个城市的18万家商场、门店，
共同参与了今年的“双11”。

行业人士认为，“双11”不是电商
盛筵，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创新型实体
经济的盛筵。要让老百姓肯把钱从口
袋里掏出来消费，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
来做，靠市场驱动和创新驱动。

尽管零点过后的交易最高峰仍有
购买、支付的网络拥堵，但相比最初几
年“双11”时的支付失败、物流爆仓，数
据技术时代的中国商业基础设施正在

“压力测试”中升级。
据阿里云总裁胡晓明介绍，为了支

撑“双11”的交易量，阿里巴巴的工程
师们搭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混合云架
构，阿里也成为率先将核心交易系统上

“云”的大型互联网公司，这样能充分利
用云计算的弹性优势调度资源。

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王坚说，今年

“双11”阿里有800多人的技术团队在
做后台支撑，支付宝“双11”峰值期间
每秒钟8.59万笔，而去年的峰值是每秒
3万多笔，交易峰值的支付平台处理能
力已超过业内世界巨头。

接受考验的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为

了保障高峰时段的支付，支付宝创新支付
流程，并与200多家合作银行提前合作攻
坚，在“双11”前的几个月里共同对支付
系统进行了470次压力测试，在“双11”
凌晨扛过支付洪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中国电子商务高速发展连年
增长的快递物流，也在压力中转型。最
初几年“双11”的爆仓、延误等乱象之后，
菜鸟网络用电商大数据织成“天网”为快

递“导航”，快递公司技术优化、增购专
机、增加人手组成“地网”，合力转型。

创新、创意、创造力萌生中国经济
新力量。不少在阿里平台上销售额达
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企业，是近
些年诞生或壮大起来的，其中不少制造
企业，他们善于创新、善于利用互联网
平台，这些快速成长的企业是中国经济
土壤上的宝贵嫩芽。

峰值背后：需求驱动商业基础设施创新升级

行业人士认为，如果能进一步激发
企业、激发全社会活力，找到合适的方
式，内需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农村内需蓝海才刚刚开启。过去

一年，线上平台和线下传统企业，正在
通过资源互补形成合力，挖掘农村消费
潜力。但是，除了“工业品下乡”，还需
拉动“农产品返城”，拉动经济发展，也

让年轻人返乡创业能够留得住。
12日零点宣布“双11”成交额的同

时，阿里巴巴宣布推出首届“年货节”，
拉动农村购买力的同时，帮助农产品通

过互联网销售。
进口商品需求旺盛，国内制造业

谋求转型对接。从年初的全民抢购
“日本马桶盖”到“双11”海淘热，中国
的内需正在升级，但国内的品牌打造、
制造设计水平并未跟上。国内多家大
型制造型企业负责人指出，新常态下企

业要把过去扩张性的高速发展转为质
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环保型的可持
续发展。

如今，消费者的需求变了，告别了
短缺，进入以质量、品质为核心的需求
时代。 记者张遥 韦慧

（新华社杭州11月12日电）

5200万元到912亿元：7年“双11”见证旺盛内需

扩内需仍有潜力 需要迈过几道坎

11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水立方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李延霞 侯玉杰）中国银监会1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较上季
末增加944亿元；不良贷款率1.59％，
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

尽管不良率上升，但银行业整体风
险抵补能力保持稳定。三季度末，商业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22634亿元，

较上季末增加973亿元；拨备覆盖率为
190.79％，较上季末下降 7.59 个百分
点；贷款拨备率为3.04％，较上季末上
升0.06个百分点。

信贷结构方面，截至三季度末，银行
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25.6万亿元，同
比增长11.7％；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22.5万亿元，同比增长14.6％；用于信用
卡消费、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贷款同比

分别增长26.5％和59.8％。
利润方面，截至三季度末，商业银

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2925亿元，同
比增长2.21％。

数据显示，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
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192.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8％；境内外本外
币负债总额为178.2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1％。

今年三季度末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9％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
李延霞 刘铮）中国人民银行1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
加5136亿元，同比多增480亿元，但与
9月份的1.05万亿元相比大幅下降。

从涵盖范围更广的社会融资规模指
标看，10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767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少
8523亿元和1770亿元。

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
平表示，10月份新增贷款比上月大幅
减少，有季节性的因素。“9月份信贷

增速较快，提前释放了一部分项目，导
致 10月份可贷项目不足。再加上国
庆长假的原因，融资量减少也在情理
之中。”

也有专家认为新增贷款低于预期与
当前的投资需求回落有关。“融资量不仅
取决于资金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
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经过多次
降准降息，社会上的资金供给已经相对
充裕，当前更重要的是解决需求的问
题。”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
表示。

10月份我国新增贷款大幅下降

据新华社纽约11月11日电（记者黄继汇）投
资者担忧原油供过于求，国际油价11日大幅走低。

美国能源信息局12日将公布上周的原油数据，
市场预期上周美国的商业原油库存将继续增加。此
前的一周，美国全国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280万桶
至4.828亿桶。美国原油库存高企给油价带来压力。

欧佩克的原油产量约占世界石油市场的三分
之一，欧佩克6月在维也纳的部长级会议后宣布，维
持日均3000万桶的产量不变。目前欧佩克的原油
日均产量仍处于高位。在油价大幅下挫后，该组织
没有减产的迹象。欧佩克成员国伊朗还表示，该国
计划大幅提高原油产量。

截至当日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货
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8美元，收于每桶
42.93美元，跌幅为2.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3美元，收于每桶45.81
美元，跌幅为3.44％。

国际油价11日大跌

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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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75点，收报
22888.92点。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香港恒生指数
上升536.75点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赵晓辉）工
信部12日发布通报称，已经暂停14家车辆生产
企业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这意味着
14家企业被暂停车辆生产资格。

此前，2013年10月15日，工信部发布了《特别
公示车辆生产企业（第1批）公告》，对48家不能维
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车辆生产企业进行了特别公示。

截至2015年10月31日，特别公示车辆生产
企业中有12家企业提出准入条件考核申请，并已
通过考核，恢复受理其新产品申报。

通报说，22家企业近期提出准入条件考核申
请，目前正在组织考核；14家企业未提出准入条件
考核申请，其《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已经暂
停，且不得办理更名、迁址等基本情况变更手续。

这14家企业是吉林通田汽车有限公司、内蒙
古恒通金安股份有限公司、华融万源客车制造有
限公司、长春汽车研究所中实改装车厂、哈尔滨市
公交客车装配厂、江苏紫琅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横店集团神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汽车
修造厂、江西惠通汽车有限公司、武汉万通汽车有
限公司、清远粤江微型汽车公司、广州穗景客车制
造有限公司、广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金星宝腾汽
车有限公司。

工信部发布通报

14家企业
被暂停车辆生产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