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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6年6月28日 星期二A12

徐刚：
你无证生产销售假冒酒类产品案，因无法联系到你本

人，按照《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现我局依法公告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琼食药监
食罚催〔2016〕5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领
取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催告书送达之日后10日内你
仍未缴清应缴罚没款及加处罚款，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你对我局作出的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不服，可在催
告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到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
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即视为放弃。

联 系 人：林正强、黄涛、韩玥
联系电话：0898-66832587、66832576、66832621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55号宝驹汽车广场
B2-D2第3层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6月24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公告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7月18日上午10时在海南
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依法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彭
振德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先锋商业城的房屋所有权【房产证号：
海房权证海字第14621号；建筑面积348平方米】及房屋覆盖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国用（2005）第0551号；面积
208平方米】。参考价：127.6096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特别说
明：办理房地产变更登记时产生的税费和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担。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7月15日17时止；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6年7月15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拍卖公
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
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8号竞
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
市 国 贸 北 路 金 融 花 园 A 座 二 层 ；电 话 ：0898- 68523900
13976111340；法院监督电话：0898-65301058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6HN00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打包转让海口市万华路杭州大厦
17套房产。

一、标的简介：杭州大厦位于海口市万华路8号，建成于1993
年，砖混结构，杭州大厦临近万华路、西沙路，属居民区，区片基础
设施达到五通一平，满足居民生活需要。17套房产具体房号为
A座201、203、205、207、209、210、212，C座110，F座底层、201、
202、301、302、401、402、501、502。

二、挂牌价格：328.32万元。
三、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四、公告期：2016年6月28日至2016年7月25日。项目

详情及报名竞价有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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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0（杜女士）、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6月28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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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海甸二东路35号金典雅苑地下室负二层车库中符合
规划用途的 17个车位的产权（产权证号：HK211003，建筑面积：
2160.19m2）。整体拍卖参考价：人民币8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
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7月14日15：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文华
路中城广场3栋2D；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7月13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
保证金时间：2016年7月12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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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账号：1009454890000604；6、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30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规定限定本小区的业主购买，过户的税、费
由买受人承担。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5121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土环资告字〔2016〕122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

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经核实有闲置土地的单位外）均可参加竞买。
属境外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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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按挂牌出让公告
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国土资源局指定账户（以竞买
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8日至2016年7月27日到东方市国土
资源局办公楼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16年7月27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6年7月27日17:
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挂牌起始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8: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为：2016年7月29日9：3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缴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人交纳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符合挂牌出让对象条件的审查。

（七）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
的出让价款，余款须于出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一次付清，出让合同签

订后30日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
（九）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

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十）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

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十一) 根据东方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关于确定解放西路棚

户区改造项目中保障性住房类型的复函》（东房函〔2016〕75号），在本
地块上划拨土地建设100套经济适用房，每套90平方米，价格标准暂
定为2200元/平方米，最终以审计经济适用房结算价为准。

（十二)该宗用地中，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 3214.29 平方米
（4.821435亩)土地以划拨方式供应给竞得人，竞得人应按规定优先完
成100套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建成后以审计经济适用房结算价出售给
被安置户（由市房管局和市国资委监督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及分配的建
设及分配)。同时，划拨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不得用于银行抵
押，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如若改变，应依法办理土地用途变更相关
手续及缴交土地出让金。

（十三）竞买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必须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签订开发协议，并按期缴交开发保障性住房保证金人民币贰仟万
元整（￥20000000.00）至市国有资产委员会指定的账户。

（十四）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方小姐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5303602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6月28日

地块编号

东 出 让
2015-12号

位置

解放西路南侧、
建设南路西侧

面积（m2）
1329.71
1965.9
3214.29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房用地）

批发零售
城镇住宅（经济适用房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
40年
划拨

容积率
>1，≤2.8
≤2.8

>1，≤2.8

建筑密度
≤40%
≤40%
≤40%

绿地率
≥30%
≥30%
≥30%

建筑限高(米)
≤60
≤60
≤60

竞买保证金(万元)

704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1172

备注：其中东出让2015-12号地块中，城镇住宅用地中有99平方米1<容积率≤2.8，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限高≤60米；批发零售用地中有60.9平方米
容积率≤3.5、建筑密度≤60%、绿地率≥15%、建筑限高≤50米。6350平方米的商住混合用地，商业设施建筑面积不低于该地块计容开发总建筑面积的30%容积率≤
2.8、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建筑限高≤60米。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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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
口市琼山区府城城东河口村面积为1786.7m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7489号】，参考价951.42万元，竞买保证金200
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7月14日10：3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
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13日17：00止，逾期将不
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16年7月12日17：00前到
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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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601；
6、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0号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8、报名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
证券大厦12层（海南省政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
口）。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53060、65303602、13005084060。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海南冠永·凤凰城A区二期”
交房公告

尊敬的海南冠永·凤凰城A区二期业主∶
您好！在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注下，位于海南省老城经济开发

区南一环路的冠永·凤凰城A区二期现已竣工。请您按照约定的时间
来我公司办理交房手续。交房期限为2016年6月30日-2016年7月
31日，届时若您因故未能前来，视为我公司已在交房期限届满之日向
您完成了交付商品房的义务，且视为房屋交接完成，您从2016年8月
1日起承担物业管理相关费用。

一、您来办理入伙手续时请备齐以下资料：1、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2份（主要办理交房及房产证使用）；2、业主身份证（未成年人还需提
供出生证明）及其复印件3份；3、单位购房者还应带公司法人证件、公章
及委托书；4、《入伙通知书》；5、已缴款项的收据或发票；6、物业服务应缴
的费用；7、完税证明原件1份及复印件2份（在购房当地办理）。二、如
您委托他人来办理，除第一条必备的资料外还应带上：1、您〔业主〕的经
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2、您〔业主〕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原件和复印件
一份；3、代理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详情请致电：0898—31630888
海南冠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8日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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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A6-6地段王府别墅D栋房产（产权证号：12858
号，建筑面积合计：508.47m2），拍卖参考价 458.3857万元，保证金

1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7月15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蓝天路15号锦鸿酒店副楼一楼；

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2016年7月14日17:00止，逾期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7月13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

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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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602；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83号须注明所购

买的房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6656056 18976241313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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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
口市龙昆南路3333.36㎡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
005309号]，参考价：1405.03万元，竞买保证金：400万元。现将第一次
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7月14日9:3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
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13日17:00止,逾期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16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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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454890000600；6、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
委字第84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
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8、报名地点：海
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海南省政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23808 65303602
1330755167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http://www.ggzy.
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84号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715期）

根据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乐执字第266-4号、
266-5号裁定书，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
认，受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7月15日上午
10:30在我司拍卖厅第三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福丁承包的乐东黎
族自治县黄流镇孔汶村委会黎木园土地的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

品名 数量 剩余使用年限 参考价

小叶桉树

香蕉

槟榔树

芒果树

合计

84亩

172亩

207.6亩

295亩

758.6亩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55.25年

竞买保证金

1143.8992万元 150万元

以上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7月14日17: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13日17:
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
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2015）海南二中法拍字第026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
21C。电话：68559156 13322095777。委托方监督电话：23882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