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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暂定于2016年12月23日15:00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在

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开201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2016
年第三季度经营分析报告》、《2016年第三季度财务分析报告》、
《2016年第三季度风险管理报告》、《关于第一届董事会换届的议
案》、《关于第一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
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16
年12月8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365@126.com.
密码：000529，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获取。联系人：林彬、许
敬铭；联系电话：88233647。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海口市规划局《海口滨江新城控制性详
细规划》03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规划道路、绿化带占用土地补偿问题，经请示市政府同意，
拟对《海口滨江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0301地块进行规划修改。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一、公
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6年12月08日至12月28日）。二、公示地
点：海口市规划网站（www.hkup.gov.cn）。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
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
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2月08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K522+180
天桥加固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G98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临高路段K522+180天桥因车辆肇事

受损，需要进行加固施工，施工时间为2016年12月11日至2017

年1月25日，采取左幅封闭（海口至三亚方向），右幅双向通行的方

式，请过往车辆按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所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6年12月5日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1216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12月16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公开净价拍卖：1、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22号长怡花园A1-14号土地

及房产。建筑面积：639.35 m2，土地面积：491.21 m2。参考价：550

万元，保证金：50万元。2、海口市丘海大道滨涯湖开发区“凯旋大

厦”D4座（现水云天鸿禾园A座）1701、1702房。套内面积：62.29

m2和53.93 m2。参考价：45万和40万，保证金各8万元。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进行展示，竞买人须在2016年12月

15日16时前至本公司提交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并缴纳竞买保证

金（款到帐为准）。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电话：0898-68523900 13976111340 欧阳先生

中标公示
东方市大田镇月大村耕地开垦项目于2016年12月06日15:

30:00在东方市政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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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12月08日至2016年12月12日，如有质疑

（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代理：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就海口市灵山镇西片区A-01、A-10、A-17地块,总面积为

153533.36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事宜，我局于2016
年12月2日在《海南日报》第B02版刊登（2016）第34号拍卖出让公
告。原公告中的竞买人资格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但在海
口市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外的除
外。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
地后3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本次拍卖不接受联合申请。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2月8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关伟（身份证号：210403197506082157）及配偶张利（身

份证号：430181198111151865）、保证人刘英慧（身份证号：
211323197605050629）：根据借款人关伟及配偶张利、保证人刘英慧
与我行于2013年4月17日签订的《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授信协议
编号：100588017702）和2014年5月5日签订的《个人贷款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8140505771007），我行已按约向关伟提供贷款，鉴于关伟
目前已违反《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第35条、《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第24
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6年11月28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
《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
（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归还合
同编号：8140505771007的《个人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
￥277,858.91元，利息、罚息及复息￥16,138.15元（暂计至2016年
12月6日止），合计金额￥293,997.06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6年12月6日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1216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定于2016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大
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公开拍卖：天然橡胶（进口胶清）33.87
吨，竞买保证金：2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6年12月12日—13日。
展示地点: 屯昌超群橡胶贸易有限公司仓库。
上述标的依现状净价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15日

16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拍卖信息请登录海口海关网站查询。

拍卖单位：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2号法苑里4栋2单元

601A室。
联系电话：0898-66724656（何先生）
监督电话：685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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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能推荐一些小户型海景房吗？”
“还有迎宾路上的房源吗？”……12月
7日10时，三亚市房地产交易服务中
心大厅内人头攒动，50余个房地产展
台前聚集了不少市民、游客。当天，为
期3天的2016三亚市冬季房博会开
幕，30余个三亚精品楼盘集中亮相，
优质的房源、实惠的折扣，吸引了近千
名购房者前来观展。

展厅内，集印章抽奖等精彩优惠
活动，不断引爆现场，吸引不少市民、
游客参与其中；展厅外，精彩的歌舞演
出轮番登台。

相较以往三亚“走出去”到客源地
去宣传推介，今冬则将房博会放在目
的地三亚举行，效果是否会大打折
扣？“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份，是三亚
房地产销售旺季，‘候鸟’形成了强大
的市场后盾，促进三亚房地产销售提
质。”三亚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刘树国
透露，本次房博会在初冬旺季开展，旨
在吸引“北国南飞”的“候鸟”群体，令
其实实在在感受三亚城市巨变，“零距
离”体验三亚房市火爆场面。

万科地产展台前，十余名购房者围
着海南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置业顾
问赵志强咨询房源。“我们今天提供了2

万元抵20万元的优惠活动，前来咨询的
客人络绎不绝。”赵志强透露，今冬三亚
房地产销售火爆，仅万科湖畔度假公园
这一处，就达到日均40套的销售量。

“我今天来帮儿子看房，打算在市
中心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来自
长春的卢阿姨此前已经在保亭购有房
产，入岛过冬已有5年，三亚舒适的城
市环境、便利的基础设施、快捷的交通
网络，成为其再购房产的重要原因。

一组数据透露出三亚今年房地产
行业的火爆程度：今年1-11月份，三
亚新建商品房销售网签25222套，同
比增长71.46%；网签面积208.19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68.12%；网签总额
391.67亿元，同比增长61.83%，三项
重要指标均实现高增长。

“得益于三亚试点‘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城市品质提升亦带动周边相
关行业发展，房地产向好的销售数据

仅是一个侧面。”刘树国说。
“零距离”拉近了商家与潜在客户

的距离，而“一站式”服务为消费者全
方位打造优质的购房体验，成为本届
房博会的另一亮点。

本次房博会涵盖了三亚大部分的
精品楼盘，包括海景、山景、河景、湿地
以及中心城区等资源优势较强、性价比
较高的各类户型楼盘项目；此外，展区
还设有三亚二手房交易信息、租房信息

等，为观展人员提供买房、租房“一站
式”服务，以满足消费者多种购房需求。

“二手房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短
短1小时就已经有30余名客户前来
问询了。”三亚百迅房产销售策划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广娇忙得“不
亦乐乎”。

“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利好，将进
一步增强地产企业投资信心。”刘树国
说。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

省政务中心招聘
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本报海口12月 7日讯 （记者王培琳）今
天，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政务服务中心拟面
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若干名，自
12月19日起开始报名。

本次招聘的岗位有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专业技术人员3名，其中会计类1名，工商管
理类2名；省政务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管理人员2
名，其中计算机网络技术安全方向1名，计算机
类1名。

本次招聘采取网络报名和现场报名的方
式，自2016年12月19日8：00起，至12月23日
17：30止，网络报名以报名邮箱接收时间为准，
现场报名时间为每个工作日8：00-12：00，14：
30-17：30。报名地点为省政务服务中心办公
楼三楼313室，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报名者，报名
后10日内（或领取准考证时）送达相关原件。

报名成功后，用人单位将进行资格初审，资
格审查情况于2017年1月10日在省政务服务
中心网站公布，并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统一
核发《准考证》。

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各占总成绩的60%
和40%，满分100分。考试总成绩将在省政务
服务中心网站进行公布。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本月13日至28日报名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
了解到，2017年上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以
下简称PETS）的报名时间定于本月13日9时
至28日16时，届时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
心报名网站（http：//pets.etest.net.cn/index.
shtml）进行报名注册、科目选择及网上缴费。

我省本次考试定于明年3月18日至19日
举行，考点设在海南大学，共开考一级至三级笔
试、口试。省考试局特别提醒，考生提交报名信
息后，务必在24小时内完成网上支付考试费，
缴费截止时间为12月29日，逾期未支付考试
费的考生按未报名处理。此外，网上报名截止
前，未缴费考生可反复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
报名信息，缴费后或报名时间截止后，考生个人
报名信息一律不再修改。具体考试内容、形式、
资料等请登录省考试局网站（http：//ea.hain-
an.gov.cn）进行查询。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海
口大型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将于本
月10日部分投入试营业，以满足春节
期间市场供需。

海口大型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位于海南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市场以

北、国道G225以南、粤海大道以西、
东环铁路以东。记者在现场看到，市
场2号交易大棚和5号交易大棚已基
本完成建设，其中作为主体蔬菜交易

区的2号大棚近三分之一面积、共计
25个档口将于本月10日投入使用，
剩余三分之二的面积将作为物流中心
在春节前投入使用。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场方
面已经对接广东等多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龙头企业，同时吸引本地蔬菜批发
市场一级批发商进场经营，招商工作

正平稳推进。为吸引商家入驻，项目
在市场培育期拟减免进场费和佣金，
市场基本必需品以公益性为主，其他
交易类别采取市场化经营模式。

2016三亚市冬季房博会开幕，一站式服务掀购房热潮

城市品质提升带动三亚楼市火爆
关注2016

三亚市冬季房博会

海口大型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10日起部分试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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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众多城市在发展的进程中
缓慢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特色和城市品
牌。提起啤酒节，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青
岛，提起“电影节”，大家马上会想到东方
明珠—上海……这就是一个自主品牌感
召世界的魅力和对经济的影响力。

自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之后，三亚大力发展会展产业，市政
府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如“世界小姐”“沃
尔沃环球船赛”“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等活动，这为三亚的城市营销推广
初期贡献不小，但都属于外来品牌，具有
流动性和不可控的属性，无法永久与一
座城市永远相靠相依，共存共赢。

三亚人审时度势，2010年4月，三亚
市政府积极促成了第一届海天盛筵——
游艇、公务机及尊贵生活方式展应势而
生，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并已成为

一年一度的常态亚洲盛会。
海天盛筵的举办在不断提升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知名度与品质的同时，
让更多的世界知名高端旅游产业了解三
亚及海南投资环境，特别是对于提高三
亚的游艇产业经济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
影响力，使三亚一跃成为中国游艇产业
的领军城市。为三亚及海南带来不可估
量的城市推广和营销的效应，实现社会
与经济效应共赢局面。

六届海天盛筵过去了，可以看到的
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一年一度“海天盛
筵”了解了三亚，并促成一系列的民间投
资项目。展会还催生了一系列帆船赛事
等活动，如每年在三亚举办的“路易十三
杯”帆船赛、世界动力艇锦标赛、“司南
杯”帆船赛等等，大大推动了三亚经济的
发展和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省文体厅每年对“海天盛筵”会展
活动评估的结果表明，海天盛筵通过投
资促进、消费拉动、技术创新和就业带
动四个主要方面带动三亚市的整体经
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据2014年
海天盛筵举办方统计，主办方直接投资
1亿元带动三亚市GDP增长3.75亿元；
另外，“海天盛筵”进一步促进了三亚市
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带动了
三亚市的会展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
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和游艇产业的快速
发展。

慈善活动始终是“海天盛筵”的主
线。2016年第七届“海天盛筵”将会与
善学慈善基金、微笑行动及中华少年儿
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合作，实施慈善救助
项目，帮助更多贫困少年儿童。筹集善
款活动将在海天盛筵期间的“王的盛

筵”晚宴中进行，活动主题为“微笑满载
全球”及邀请钢琴大师刘诗昆进行钢琴
演出。

三亚发展游艇业有着天然的优势。
省里要求将三亚港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游
艇帆船港，要以游艇帆船港的建设为牵
引，带动海上、内河和岸线资源的整体开
发利用，将三亚港打造成以游艇为主导
的高端旅游、文化、商务会展综合区，让
三亚成为世界的靓丽名片。

随着游艇产业迅速崛起壮大，游艇
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海
天盛筵”伴随着游艇业和会展业的发展，
参展品牌和观众数量逐年上升，在行业
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必将成为国际
高端展会的标杆和代表，成为海南、三亚
自己的世界名片和品牌。

（文/加浪）

走向世界的三亚品牌——海天盛筵
使一座城市经济百年不衰的不是一座地标建筑，而是拥有了一个属于

自己的并能感召世界的文化品牌。
——王大富(鸿洲集团董事长、海天盛筵创办人)

2016第七届海天盛筵即将开启高端生活体验。

三亚市冬季房博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展。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