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拜单车使用流程

手机安装“摩拜单车”APP，打开后可在地图上看到周边停放的“摩拜单车”

第一次使用需要注册登录，并缴纳299元的押金，押金可在不需要时退回

在地图页面找到最近的单车，点击“预约用车”，可把这辆车锁定15分钟

找到预约单车，用“摩拜单车”APP扫描车身上的二维码，车辆自动解锁，开始骑行

到达目的地后，将单车停放在合法非机动车停车点，手动将车锁锁上，即可进行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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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读者俱乐部
开通微信公众号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许世立）为进
一步加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报刊与广大读
者的联系，同时做好订阅、咨询、投诉和投递等
相关服务，“海报读者俱乐部”微信公众号日前
正式开通。

据悉，“海报读者俱乐部”微信公众号设
有订阅报刊、咨询投诉、新闻爆料、读者建议
等板块，还将不定期举办读者活动，加强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报刊与读者的互动和
交流。

广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补充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下同）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2016年7月23日在海南日报A06版刊登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为了更加明确相关债务人应履行的还款义务，现将相关债务人的借款合同号（或合同签订时间）、抵押合同号、公证书号、判决书号、债务本金和
利息余额，以及担保人名称补充公告如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日：2015.12.20

借款合同号（或合同签订时间）、抵押合同号、公证书
号、判决书号

（2004）市一证经字第 1711号、（海秀）农银借字（2003）第
002号、（海秀）农银抵字（2003）第002号、（海秀）农银借字
（2001）第013号、（海秀）农银抵字（2001）第011号

农银抵借字98第026号、
东农银抵借字（96）第38号

（营）农银借字（2003）第002号、（营）农银抵字（2003）第002号
（2007）龙民二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书》、农银抵
借字第98-16、农银抵借字第98-17
农银抵借字99第0302号、
海口农银三营 927工商协议字第 036号、海口农银
三营927工商字36号
农银（海甸）抵借字99补充第0002号、农银（海甸）抵借字99第0007号、
农银（海甸）抵借字99补充第0001号、公证书（98）琼二证字第1511号、
公证书（2000）市证经字第303号、农银海甸质借字98第002号
(2005)美民二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农银抵借字98第006号、农银抵借字华承逾第002
号、（龙华）农银借字（2002）第003号
（2010）市椰海证经字第652号、（2010）市椰海证经字第910号
农银抵借字97第011号、（琼）农银借合字第R95030、（琼）农银
借合字第94002号、农银抵借字97第014号、（文昌清澜）农银借
字（2000）第02号、（文昌清澜）农银抵字（2000）第02号
农银抵借字 99第 001号、农银抵借字 99第 14号、
（98）琼二证字第1241号、农银抵借字98第49号
农银抵借字99第2号、农银抵借字99第25号、（琼）
农银抵字（2000）2000年9月30日签订
（2004）琼证字第13726号、（2004）琼证字第9364号、（红城湖）农银借字
（2004）第003号、（红城湖）农银抵字（2004）第003号、（红城湖）农银借字
（2004）第002号、（红城湖）农银抵字（2004）第002号、（红城湖）农银借字
（2003）第008号、（红城湖）农银抵字（2003）第008-3号、（红城湖）农银抵字

（2003）第008-2号、（红城湖）农银抵字（2003）第008-1号
（琼山）96农银借合发字第3号、琼山农发行（抵）97088、
（96）琼证内字第266号、（97）琼证内字第729号
（海秀）农银借字（2001）第001号、（海秀）农银抵字（2001）第001号
1998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
1996年9月12日与农行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1999第06号
琼山农发行抵字97094号、琼山农发行抵字98002号
（1996年 12月 25日）农银抵借字 96第 140号、
（1997年4月21日）农银抵借字96第140号
农银抵借字98第0109号
农银抵借字美元第 97010号、农银抵借字美元第
98006号、农银抵借字美元第98007号

(1997)琼经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

1996年1月10日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海口市海秀（92）协议字第312号、海口市海秀（92）协议字
第332号、（92）市证经字第109号
农银抵借字98第38号
（昌）农银借字（2001）第 025号、（昌）农银抵字
（2001）第 025号、（营）农银借字（2001）第 16号、
（营）农银抵字（2001）第 16号、（营）农银权质字
（2001）第1号、（营）农银借字（2001）第17号
（琼山）农银借字（2000）第027号、（琼山）农银借字（2001）
155号、（琼山）农银抵字（2000）第028号、（琼山）农银抵字
（2000）第027号、（琼山）农银抵字（2001）第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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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东方示范牧场工
商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京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海波纸品联合公司

琼山市东山镇农械厂
海南台琼协成开发有限
公司

海南汇州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振东物资公司、李玉莲

海南乾坤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南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艺图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晓佳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超凡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绿太阳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海南首利运销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基业有限公司
海南邦业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白沙湖农牧有限公司
海南京海建设实业总公司

海南亚太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泰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保税区际中药业有
限公司
海南国际华强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农产品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

海口冀海国药开发公司

海南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杨凌（海南）高科技热带
农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南渡江引水枢纽
工程管理处

本金余额

82,680,000.00

34,000,000.00

9,000,000.00

4,980,000.00

88,055.10

6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782,000.00

7,149,801.23

10,507,560.00

2,345,150.00

2,460,000.00

5,470,000.00

3,200,000.00

8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800,000.00
10,801,178.80

5,000,000.00

1,200,000.00

6,483,000.00

6,889,800.00

0.00

1,700,000.00

1,500,000.00

71,770,000.00

9,783,019.66

利息余额

157,693,630.99

74,584,689.08

17,717,657.93

11,467,753.80

169,279.31

252,992.09

3,556,424.30

4,604,030.40

18,502,108.40

18,931,239.52

36,698,658.60

5,488,603.06

5,490,884.35

4,936,612.18

8,242,700.32

1,456,213.89
5,541,185.95
6,371,599.29
1,610,569.99
27,190,105.82

15,779,723.05

2,840,620.10

21,653,624.95

50,830,850.71

3,855,567.28

8,536,786.99

3,848,834.49

227,442,214.48

11,807,290.70

本息合计

240,373,630.99

108,584,689.08

26,717,657.93

16,447,753.80

257,334.41

312,992.09

5,556,424.30

6,604,030.40

21,284,108.40

26,081,040.75

47,206,218.60

7,833,753.06

7,950,884.35

10,406,612.18

11,442,700.32

2,256,213.89
7,541,185.95
8,371,599.29
2,410,569.99
37,991,284.62

20,779,723.05

4,040,620.10

28,136,624.95

57,720,650.71

3,855,567.28

10,236,786.99

5,348,834.49

299,212,214.48

21,590,310.36

担保方式

抵押

抵押信用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保证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担保人

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置地
集团有限公司、姚惠芳

海南省东方示范牧场工商实业开发
公司、广东省惠州市贸易有限公司、
阳江市中企联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京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琼山市东山镇农械厂

海南台琼协成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福翔贸易有限公司、海南省建
筑工程总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郑
忠、海南汇州实业有限公司

琼山市外经兴华经济开发公司、海南乾
坤实业总公司、琼山乾坤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

王国家（代理人：李忠文）、黎
才涛、海南艺图广告有限公司
万宁市禄马苗族乡军田村民委
员会、海南晓佳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超凡实业有限公司

云龙绿太阳农业科技园、琼山
市云龙镇乡镇企业办公室
海南首利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基业有限公司
海南宏达集团公司
海南鑫宇实业发展公司
地方国营琼山市中税热带作物场

海南亚太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龙城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

海南国际华强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农产品批发市场有
限公司

海口冀海国药开发公司

海南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恒泰实业有限公司、杨凌
（海南）高科技热带农业有限
公司

琼山市水电物资供应公司、琼
山市南渡江引水枢纽工程管
理处

债务金额 担保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王
培琳）16日上午11时，澄迈县金江镇
长坡村土尾村民小组村民王恩海在省
血液中心的机采室里献了2个治疗单
位的血小板。王恩海是我省首个“村
民献血团”成员之一。

15日，王恩海与土尾村民小组50
多名村民乘坐大巴车来到血液中心进

行体检，符合条件的10多名乡亲现场
献血。王恩海因当天不适合献而特意
留了一天在16日献出热血。

“村民献血团”组织者是土尾村民
小组组长王泽谦。王泽谦自1998年
10月便开始献血小板，52岁的他至今
已献血100多次，累计15.2万毫升。
王泽谦不仅自己献血，也号召村里人

献血，大家都深深敬佩王泽谦的善举。
“村民献血团”50多位村民年龄

不一，却有着共同的心声，那就是“用
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王泽谦说：“自己虽然50多岁了，
但身体一直很健康，也想着多为社会
和他人做些事。献血是我认为能够做
到的最简单的事了，帮助他人就是快

乐自己！”
去年底，在村民的支持下，王泽谦

当选村小组组长。“他是好心人，我们
都知道，一直以来，也因为他的感召，
我们村的人都变得非常有爱心，大家
都愿意跟着他一起做对社会有益的
事。”王恩海说。

据了解，就在15日，土尾村的献

血团当场全部加入我省的“临时移动
活血库”，随时准备为有需要的患者贡
献出自己的热血。

据省血液中心统计，我省农民群
体献血人数近年来逐年上升，2014
年，4720名农民参与献血，2015年，
5642名农民参与献血，2016年，8794
名农民参与献血。

澄迈土尾村村民组团献血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叶媛
媛 实习生严侦尹）今天，一辆辆银橙
色的单车刷遍了众多海口市民的微信
朋友圈，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摩
拜”来啦！风靡全国的共享单车龙头
企业“摩拜单车”正式宣布进驻海口，
海口成为其全国第20个进驻的城市。

同一天，“摩拜单车”运营团队入
驻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
负责运营的海南首家媒体驱动型创新
创业孵化园区——“海南互联网+众
创中心”。双方今后将在“互联网+”
及“共享经济”方面充分合作，共同助
力海口市民绿色出行。

“摩拜单车”是全球第一个智能共
享公共自行车项目。市民通过手机下
载客户端，进行注册缴纳费用，即可实
时查看在线单车情况，租用单车畅行
全城。

和传统的公共自行车不同，“摩拜
单车”是一款不需要办卡，没有固定停
车桩，不需要充气，也不怕爆胎的智能
共享单车。在除了小区、楼道等区域
外的合法非机动车停车点上，用户可
随时将单车关锁走人，方便下一位用
户使用。

“摩拜单车”华南区总经理赵剑平
介绍，只要附近有车，“摩拜单车”用起

来和打车软件一样方便。存入299元
押金后，使用价格是1元/半小时。

今天下午，在“海南互联网+众创
中心”门口，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
放的银橙色“摩拜单车”。赵剑平介
绍，此次摩拜投入海口市场的2万辆
单车均为自主研发的新版经典款。

“这款车型采用全铝的V型车身，
不仅能保证长年风吹雨淋不生锈，同时
也能保障女性穿裙子骑车时的便利。”
赵剑平介绍，该款车型通过实心轮胎加
五幅轮毂取代老式充气式轮胎，减少了
单车的损耗，增加车辆可运行的时间。
而车身上的智能锁配置的GPS，也可方

便用户准确找到车辆位置。
记者在手机上下载了“摩拜单

车”客户端，在客户端界面上可看到
周边单车的数量，找到单车后，扫一
扫车锁上的二维码，即可骑行。经过
十多分钟的试骑，记者发现，这款单
车在方向操作上很轻便、易控制，上
坡时较为省力，下坡时车身没有明显
摇晃，车速很稳。

赵剑平表示，目前“摩拜单车”主
要是在海口市区内运营，首批投放后，
将视用户增长、市场环境等因素稳步
投放车辆，预计下批投放的车辆会改
进“坐椅不可调”等问题，增加用户的

舒适度。
“摩拜单车”是当下“交通拥堵”

和“共享经济”的产物。2年间，“摩
拜单车”估值达到100亿元。作为城
市出行“最后一公里”的绝佳选择之
一，自行车如果不加以管理，也会加
大城市管理的压力。“摩拜单车”相关
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与社区、商业地
产、街道等多方合作，在海口建立推
荐停车点，做好重点地区共享单车的
停放秩序管理，“我们也将借鉴在之
前城市的运营经验，精耕细作摩拜在
海口的运营，为海口市民提供更加便
捷的骑行体验”。

高空传来呼救
飞机紧急返航

三亚一航班上演爱心接力，助急
病儿童化险为夷

本报三亚2月17日电 （记者林诗婷）一
件暖心事发生在湛蓝的天空。今日早晨，从
三亚飞往包头的首都航空JD5400航班起飞
后，因一名儿童乘客突发疾病而紧急返航三
亚，由于机上紧急救护并及时送医，目前该儿
童已脱离危险。

早晨7时50分，首都航空JD5400航班从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正常起飞。20分钟后，乘
务组听见有旅客连续按响呼唤铃，客舱中传来
旅客尖叫声。一名儿童口吐白沫、翻白眼、全
身抽搐，乘务长立即报告机长并广播寻找医
生，同时按急救程序取来氧气瓶给该儿童吸
氧。一名旅客是医护人员，经初步诊断，儿童
表征类似癫痫症状，其在吸氧后症状好转，但
仍然全身乏力。

经乘务长与机长沟通后，机长决定返航。
当飞机返回三亚时，地面医疗人员已经到达，并
对该儿童进行初步诊断后将其送往医院。

经救护，目前该儿童已脱离危险，该航班旅
客配合机组完成清舱后重新登机启程。

“网红”摩拜单车来海口啦
无需办卡，没有固定停车桩，通过手机客户端注册缴费，1元/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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