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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近期我行拟对以下不
良贷款债权进行转让处置，欢迎有意购买者来电或上门咨询。

一、对购买者的要求：
购买者应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财务状况。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关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的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二、不良贷款债权简介：
（一）工行秀英支行对海南大印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大印集团有限公司积欠秀英

支行贷款本金36716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6年3月15日,秀英支行已向海南省高院提起诉讼。贷

款担保情况：1、借款人全体股东及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
司提供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以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和海南大棒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海南龙盘园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40.36%的股权提供质押。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
务人相关财产查封、冻结。

（二）工行琼海支行对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积

欠琼海支行贷款本金8276.58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6年2月19日,琼海支行已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贷款担保情况：1、海南大棒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以海南大
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大棒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海
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40.36%的股权办理第二顺位质
押。上述资产法院已查封，冻结；另外法院还查封债务人名下的
农业集体用地使用权14228530.02平方米和房产6100平方米。

（三）工行省行营业部对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积欠

省行营业部贷款本金3184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6年3月15日,省行营业部已向海南省高院提起诉讼。

贷款担保情况：1、抵押担保-以其拥有的230.68亩土地及地上
建筑物169225.92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担保；2、质押担保-由
大印保税物流公司以其拥有经营收入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
保；3、保证担保-由海南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大棒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务
人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四）工行省行营业部、秀英支行对海南中汇宏基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中汇宏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积欠省行营业部、秀英支行贷款本金59466万元及相应利息。

省行营业部、秀英支行分别于2016年6月6日和2016年
11月2日,向海南省高院、中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均已生效。贷
款担保情况：1、抵押担保-以其拥有的位于海口市万绿园北侧
230亩土地使用权为其在我行办理的相关信贷业务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2、保证担保-浙江中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担保。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务人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五）工行秀英支行对海南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积欠秀

英支行贷款本金2995万元及相应利息。
秀英支行于2016年11月2日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提起诉讼，判决已生效。贷款担保情况：1、质押担保-以海南中
汇宏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海南中汇宏基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8%的股权进行质押；2、保证担保-海南中汇宏基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务
人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六）工行秀英支行对海南中汇宏基旅游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中汇宏基旅游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积欠秀英支行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秀英支行于2016年11月2日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提起诉
讼，判决已生效。贷款担保情况：1、质押担保-以海南中汇宏基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海南中汇宏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的股权进行质押；2、保证担保-海南中汇宏基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务人财产
进行查封、冻结。

（七）工行琼山支行对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积欠琼山

支行贷款本金6748.23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5年6月26日,琼山支行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贷款担保情况：1、抵押物一：位于河南固始县共计8070

平方米房产；抵押物二：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1674.7平方
米房产;抵押物三：位于海口市琼山区892.3平方米商用房及
小区内6个地下车位;抵押物四：位于海口市2029.42平方米
商铺和138平方米住宅;2、质押担保-为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
司名下自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产生的应收
帐款；3、保证担保-相关个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法院已对我
行提供的债务人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八）工行洋浦分行对洋浦通大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洋浦通大木业有限公司积欠洋浦

分行贷款本金2800万元及相应利息。洋浦分行于2016年1月
25日向洋浦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已生效。贷款担保情况：
1、抵押担保-以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内10000.29平方米工业
用地及地上6100平方米建筑物的房地产及配套资产；2、保证
担保-相关个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务
人财产进行查封。

（九）工行省行营业部对海南博亚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止2017年2月31日，海南博亚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积欠

省行营业部贷款本金907.5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6年01月27日,省行营业部向龙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已生效。贷款担保情况：抵押担保-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
区快速干道20公里处北侧海南博亚温泉酒店4-7层3004.42平
方米的房地产。法院已对我行提供的债务人财产进行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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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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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受托债权处置信息

本报海口3月 30日讯 （记者
王黎刚）2017 年中乙联赛预赛阶
段对阵日程表今天出炉，海口博盈
队4月9日客场首战老对手深圳雷
曼队。

海南球迷 4 月 15 日就能欣
赏到海口博盈队新赛季在家门
口的首秀，球队将在主场海南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场对阵梅
县铁汉队。

本赛季，海口博盈队阵容变动
较大，前国脚麦超担任主教练，前国
足队长季铭义担任俱乐部总经理兼

球员，前国脚、“快马”黄崇和田野分
别担任助理教练和守门员教练。李
昭楠、汪云龙、赵黄等新人加盟，他
们曾有多年效力中国职业联赛的经
历。今年35岁的李昭楠曾在中超
河南建业队效力13年，参加过6场
亚冠比赛。汪云龙上赛季代表中乙
黑龙江火山鸣泉队首发23场，进6
球、助攻5次。赵黄曾在中甲广州
日之泉效力7个赛季，是一名经验
丰富的职业球员。

本赛季中乙联赛分为南区和北
区进行，每个区12支球队。比赛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每个区的
12支球队进行主客场循环赛制，每
队要踢22场。第二阶段，获得每个
区前4名的球队进行交叉淘汰赛，
最终，获得前2名的球队晋升下赛
季中甲联赛。

上赛季，首次参加中乙的海口
博盈队在南区排名靠后。本赛季，
海口博盈队力争踢出好成绩，为海
南球迷奉献精彩的比赛。

海口博盈队从第6至第8轮，将
连续在主场作战。这是主队抢分的
好机会。

关注海南足球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6-2017中国大学生校园
足球联赛超级组（南区）四分之一决
赛今天在江苏常州结束，海南大学
队不敌对手无缘4强。不过，进入
南区8强的海南大学队已夺得了全
国总决赛的入场券。这是该队时隔
10年之后再次打进全国总决赛。

海南大学队主教练李杰赛后
说：“能获得总决赛入场券非常不容
易，为了这张入场券我们努力了10
年，这是全体教练员与队员共同努

力的结果，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值
得称赞的是队员们在绝境中众志成
城全力拼搏，把华侨大学队拉下马，
这场比赛的胜利鼓舞了全队的士
气。虽然与种子队中南大学队的
比赛遗憾失利，但我们收获了信心
和勇气。只要我们坚持短传配合、
快速反击的打法，我们有实力与对
手一拼。”

海南大学足球队是海南业余足
坛的劲旅，这是该队第9次参加南
区的比赛。在本届小组比赛中，海

南大学队表现可圈可点，以两胜两
负的战绩列D组第二名，借胜负关
系挤掉华侨大学队晋级八强。

在小组赛中，海南大学队低开
高走。首场比赛，海南大学队队员
状态不佳，以 1∶3 不敌宁波大学
队。次战华侨大学队，这场比赛海
大队踢出了精气神，全队众志成
城。海南大学队在0∶1落后、而且
一名队员被罚下的极其不利情况下
上演大逆转，黄龙和符气各进一球，
以2∶1力克对手。第3场对阵本组

种子队中南大学队，海南大学队在0
∶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周昌德梅开
二度和黄龙的锦上添花，以3∶2反
超。可惜的是在补时阶段被对手扳
平，并在点球决胜中失手，遗憾地输
掉比赛。

小组赛最后一场迎战实力较弱

的南京邮电大学队，海南大学以6∶
1轻取对手。这时运气站在了海南
大学队一边，小组最大的竞争对手
华侨大学队点球失利，与海南大学
队积分相同。根据比赛规则，海南
大学队凭借胜负关系挤掉对手，与
中南大学队携手晋级八强。

国际乒联公布积分规则修改提案

刘国梁回应：无所谓

据新华社辽宁鞍山3月30日电
（记者张寒 张逸飞）国际乒联日前公
布运动员积分规则的修改提案，触发
新一轮“限制中国说”。不过30日中
国乒乓球队在鞍山召开教练员竞聘
会期间，总教练刘国梁回应说，国乒
队上下对这事并没有太“上心”。

“新的计分办法我还没太研究过，”
他说，“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对世界排名
好像一直不是很重视，因为怎么排前几
号都是我们的人，世界排名也不是我们
（选材用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根据已经公布的提案细则，一旦
实施这份积分改革方案，国际乒联将
不以运动员之间的胜负关系计算积
分，仅参考赛事级别和晋级轮次，意
味着参赛频率将成为世界排名的重
要决定因素之一；二是单打排名只计
算有效期内分值最高的八次赛事积
分，洲际比赛只记一次；另外，缺席一
年积分清零，也意味着一旦有复出的
情况，不管水平多高的球手都得连续
打很多场资格赛。

这份改革方案有媒体解读为加快
积分变动、打破强队传统参赛节奏的
风向标，加之提案由2020年东京奥运
会东道主的日本乒协提出，更是触动
了敏感神经。刘国梁闻后笑称：“要是
改积分规则是为了把中国选手都挤进
一个半区，那我们就想办法包揽世界
排名前二呗。”

新华社沈阳3月30日电（记者
张逸飞 张寒）30日，2017国家乒乓
球教练员竞聘会议在辽宁省鞍山市
举行。此前兼任男队主教练的国家
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此次没有竞
聘男队主教练。秦志戬和孔令辉分
别竞聘男女队主教练的岗位。此外，
前奥运冠军王皓和马琳也参与了男

队教练员的竞聘。
据了解，此次竞聘为了增强国

家队教练员的危机感，聘任期限从
原来的四年改为两年，而且本周期
教练员竞聘采用末位淘汰的办法。
在会议上第一个进行陈述的是竞聘
总教练的刘国梁。在被问及为何放
弃竞聘男队主教练时，这名带领中

国男队打了4届奥运会的功勋教头
表示，人在每一个周期和每一个年
龄段就要做不同的尝试和挑战。选
择不再竞聘男队主教练和国家队的
战略布局以及自己的个人规划都有
一定关系。

曾经带过马龙和许昕两名奥运
冠军的秦志戬此次竞聘男队主教练

的岗位。“我个人主要的优势一个是
比较年轻。再一个是通过11年的教
练经历，尤其是单打方面，把许昕从
一个主力队员变成世界冠军，再到奥
运冠军，还有把马龙带成大满贯，这
其中起起伏伏有着太多的东西。这
些经历也是我的一大优势。”在谈到
自己不温不火的性格是否会对主教
练工作有所影响时，秦志戬认为要从
两方面来看。“从好的方面讲，我遇事
不会着急，可以做出冷静的判断，但
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也有
魄力去做出决断。”他说。

在上午进行的竞聘会上，国家乒
乓球队还迎来了两名熟悉的“新”面
孔。现执教八一队的前世界冠军王
皓和广东队总教练马琳也登上了陈
述台，竞聘男队教练员的岗位。王皓
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国家队的怀
念之情。“在国家队待了这么久，从队
员转型成教练，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氛
围。当运动员的后期自己已经考虑
转型，也开始尝试既是运动员又是教
练员的感觉。如果能竞聘上男队教
练，我会把乒乓精神传承下去。”王皓
在执教八一队期间，带领球队勇夺
2016 年“超级联赛”总决赛男团冠
军，还培养出樊振东这样优秀的国家
队主力球员。

2017中乙联赛赛程出炉

海口博盈队首轮客战深圳雷曼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超级组（南区）比赛

海南大学队挺进全国总决赛

刘国梁不再竞聘男乒主帅
王皓马琳有望进入教练组

今后刘国梁（左）在现场指挥的场景可能将不再有。 新华社发

海口沙滩马拉松
获两项大奖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年中国马拉松
年会近日在上海结束，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
荣获中国田径协会2016年“中国马拉松自然生
态特殊赛事奖”和“中国马拉松银牌赛事”两项
大奖。海口市是唯一荣获“中国马拉松自然生
态特殊赛事奖”的城市，也是此次年会中唯一荣
获两项大奖的城市。

2016年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赛事共328
场，评选出金牌赛事24场，银牌赛事19场，铜牌
赛事48场。作为国内首创、亚洲沙滩跑第一赛
事活动品牌，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以发展成
为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以“娱乐性”、“参与
性”为主要特色的沙滩马拉松赛事品牌为目标，
成为海南岛最具吸引力的体育旅游项目。

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经国家体育总局批
准，由中国田径协会、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为了兼容比赛专业性和参与性的特点，大
赛分别设立了赛程总长为10.549公里的四分
之一沙滩马拉松和适合大众参与的3公里迷你
马拉松。首创黄昏时间踏浪奔跑，让参跑者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体验别样的运动激情，更有火
热的沙滩宝贝和摇滚乐队助阵。

沙滩马拉松赛是对常规马拉松赛事的创
新，凸显海口海滨城市特色，不仅把竞技体育与
群众体育良好结合，海口西海岸的海湾美景相
互辉映，使其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中的一
项极具滨海特色的重要体育项目，也是海口市
发展沙滩经济的良好开端，海口市今年还将举
办沙滩足球赛、沙滩排球赛等一系列活动。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特鲁姆普打出147分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郑直 肖亚

卓）在30日的2017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八
分之一决赛下午的比赛中，卫冕冠军特鲁姆普
在对阵田鹏飞时轰出147分击败对手，“巫师”
希金斯则在“75两杰”的对决中4：5惜败于马
克·威廉姆斯。

本届中国公开赛，丁俊晖与奥沙利文一直
占据着赛事报道的头条，而卫冕冠军的比赛却
一直波澜不惊。今天下午的头条终于属于了特
鲁姆普，在3：1领先田鹏飞之后，他在第五局火
力全开，虽然最后一个黑球因走位问题形成反
角，但他依然稳稳打进，成就个人生涯第三杆也
是中国公开赛历史上第三杆147分。尽管此后
被田鹏飞扳回两局，但他依然以5：3取胜。

“最近我一直都有很好的机会，今天正好也
是在电视转播的桌上比赛，因此我很高兴人们
都看到了我的表现。”特鲁姆普在赛后显得心情
不错，毕竟这一杆147分给他带来了3万英镑
的147分奖金与2000英镑的赛事最高分奖金。

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上演了同为“75三
杰”的希金斯与马克·威廉姆斯之间的对决。在
第五局以59：57险胜之后，“巫师”本已取得4：
1的大好局面，但是威廉姆斯在之后连扳4局闯
入八强。

“在领先之后被翻盘肯定是糟糕的，但还是
要祝贺你的对手，马克今天打得也非常不错，所
以我不能抱怨，只会跟他说干得不错。”希金斯
在赛后很有风度地向威廉姆斯表示祝贺。

“每一次跟希金斯交手的经历都是特别
的。”威廉姆斯说，谈起他今天的绝地大反击，他
说：“我已经打了26年的斯诺克了，我也知道自
己不会一直打下去，我也不清楚自己还会再来
几次中国，但是每次到这里打比赛的时候，我都
会格外珍惜，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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