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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催告函
下列债务人请自公告之日起向我司清偿下列所欠债务及

相关利息。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单位
海南省财信总公司

海南省国际信托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香港华海有限公司

海南省食品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二轻总公司

债权金额(元)
4,874,201.21

75,418,851.64

11,682,666.00

4,834,389.80

96,237,458.11

如何提前开立境外银行账户？留学贷款怎么办理？国际汇款
是否有更划算更快捷的方式？去哪个国家留学更适合自己的孩
子？办理申请、签证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这一系列问题都能
在中国银行出国金融展活动上找到答案。据悉，5月21日上午，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将在海口中银大厦举办主题为“放眼世界 梦想
起航”的出国金融展活动，携手多家出国服务机构为海南广大市民
带来一场出国服务盛宴，轻松开启出国之路。

中国银行依托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和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以
系统化、专业化的海内外联动的跨境金融服务为平台，充分发挥外
汇品牌和海内外资源优势，面向有出国留学、投资移民等方面需求
的客户推出优质“出国金融服务”，减少从出国前到回国后的各环节
琐事烦忧，全面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

据了解，展会当天，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将组织中行优秀跨境讲
师、多家留学机构、中国驻外使馆领事、国外高校等合作机构及行业专
家参与，带来多场专题讲座，内容包括世界名校现场面试招生、留学就
业移民解析等，现场传递最前沿的留学理念以及移民资讯。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现场还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为客户与各机
构、各行业专家搭建起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桥梁，打造“私人订制”，提
供最适合的配套产品和服务。此外，到场参与嘉宾将获得精美礼品
一份，还可以参与现场抽奖活动，收获额外惊喜。

据悉，本次展会活动将免费开放，有需求的市民可通过拨打电话
66562442、66562341咨询预约。

活动时间：5月21日上午9:30-12:30
活动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1号中银大厦一楼会议厅

中行将举办“放眼世界 梦想起航”出国金融展
“一站式”综合服务 轻松开启出国之路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公告
现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7年5月26日上午10时在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等11户不良债权资产
包。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整。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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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 5月25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7年5月25日17：
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主拍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室; 电话：（0898）31981199
13322006990; 协拍单位：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
龙 昆 南 路 136 号 禧 龙 国 际 大 厦 7 楼; 电 话 ：（0898）31351111
18889996371; 协拍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
丽晶路 9 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42717; 协拍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
道59号正昊大厦22楼; 电话：（0898）68555951 18508910618; 委托方
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275 68665271;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
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
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各位考生：
2016年 3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停止开展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省际委托组考工作的通知》，要求2018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
自考跨省考试。自2018年1月起，如未考完全国统考科目的考生需赴
天津参加考试。因国家政策有变，特此告知通过我校注册参加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自学考试的考生，在剩余的考试时间（2017年 10月）
抓紧时间报考（报考截止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如长期未接收到短

信通知的考生速与我校联系。
联系电话：65902571 林老师
报考地址：海口市府城大园路77号海南省技师学院办公楼二楼继

续教育中心
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
(海南省技师学院)
2017年4月26日

关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自学考试（海南考点）停考的通告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

自有渠道出租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竞争性谈判采购范围及内容
网点名称

澄迈瑞佳营业厅
（澄迈金江瑞佳天新
数码通讯手机商店）

万宁兴隆营业厅

牙叉南湖小区铺面

网点地址

澄迈县文化北路瑞佳超市内

万宁市兴隆旅游区温泉大道北侧中
泰广场1号楼1-2层06商铺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桥南南湖小区
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3幢107号铺面

处理方式

出租

出租

出租

面积(m2)

168.0

130.7

72.835

服务地点：海南省
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
二、参选资格要求
应答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三、项目报名与采购文件的获取
有意参加者于2017年5月19日至2017年5月24日上午9：00-

12:00、下午14:30-17:30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联系人：韩经理
（电话：13519822529，电子邮箱：hanbin@hi.chinamobile.com）。

采购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9日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607期）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6月7日上午10：00在
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陈少荣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新大洲大
道分摊面积1000.66平方米的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
市国用（2007）第004089号]，参考价52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标
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6月6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6月5日
17：0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开户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
处须按顺序填明：（2017）龙拍委字第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
某某缴款）。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产权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
路 16 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 8 层；联系电话：0898- 66248828
1300600696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新华社广州5月18日电 由国土
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
冰”）试采在南海神狐海域实现连续
8天稳定产气，试采取得圆满成功，
实现了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的历
史性突破。

5月18日上午，国土资源部在试
采海上平台举办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现场会。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宣
布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

功。姜大明表示，这次试采成功是我
国首次、也是世界首次成功实现资源
量占全球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
泥质粉砂型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
开采，为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商业性开
发利用提供了技术储备，积累了宝贵
经验，打破了我国在能源勘查开发领
域长期跟跑的局面，取得了理论、技
术、工程和装备的完全自主创新，实
现了在这一领域由“跟跑”到“领跑”
的历史性跨越，对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推动绿色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据介绍，5月10日起，中国地质调
查局从我国南海神狐海域水深1266
米海底以下203-277米的天然气水
合物矿藏开采出天然气。经试气点
火，已连续产气8天，最高产量3.5万
立方米/天，平均日产超1.6万立方米，
累计产气超12万立方米，天然气产量
稳定，甲烷含量最高达99.5%，实现了
预定目标。

我国海域 试采成功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采“冰”
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将对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采“冰”——5月18日，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试采实现连续187个小时的
稳定产气。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是“中国理论”“中国技术”“中国装备”所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中国人民又攀
登上了世界科技的新高峰，将对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提起能源，人们想到的往往是煤、
油、气点燃的火炬而不会是冷冷的冰
块，但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可以将蕴藏
在海底的“冰块”点燃成熊熊燃烧的火
焰，让“冰火交融”从梦想变成现实。

从5月10日起，源源不断的天然气
从1200多米的深海底之下200多米的
底层中开采上来，点燃了全球最大海上
钻探平台“蓝鲸一号”的喷火装置。这
是我国首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量占
比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
型储层可燃冰成功实现试采。

和人们熟悉的海底石油、海底天然
气田相比，可燃冰要神秘得多。但这种
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情况下形成
的类冰状结晶物质，却是标准的“高潜
力”能源。

它燃烧值高——1立方米的可燃冰
分解后可释放出约0.8立方米的水和
164立方米的天然气，燃烧产生的能量
明显高于煤炭、石油，燃烧污染却又比
煤、石油小，更加清洁环保。

它资源储量丰富——可燃冰广泛
分布于全球大洋海域，以及陆地冻土层
和极地下面。估算其资源量相当于全
球已探明传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

“可燃冰被各国视为未来石油、天
然气的战略性替代能源，是世界瞩目的
战略资源，对我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
也有着重要意义。”试采现场指挥部总
指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建良
说。

巍然矗立在蔚蓝海面中的“蓝鲸一
号”，是个净重超过43000吨、37层楼高
的庞然大物，今年2月刚刚“诞生”，就
从烟台起航驶抵南海，投入了这项试采
任务。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主要的
分布区，全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约相当
于1000亿吨油当量，其中有近800亿
吨在南海。

试采现场指挥部地质组组长陆敬
安说，勘探显示，神狐海域有11个矿
体、面积 128 平方公里，资源储存量

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1.5亿吨石油储
量，“成功试采意味着这些储量都有望
转化成可利用的宝贵能源”。

一次点火，一次成功——这一比率
即使放到已经非常成熟的海洋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领域也堪称靓丽，而这一成
功的背后，是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在天
然气水合物开发上的奋起直追。

和国际上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
开始勘探、研究可燃冰相比，我国的可
燃冰研究起步要晚到1998年，但中国
科技工作者只用了不到20年就完成了
从空白到赶超的全过程。

回顾这一历程，试采现场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邱海峻用“快马加鞭”“奋发图
强”形容可燃冰开采的“中国速度”。他
介绍说，在1998年立项后，1999年我国
就开始了南海和陆地冻土区的可燃冰
调查工作，2007年就在神狐海域钻获
可燃冰，这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
印度之后，第四个通过国家级研发计划
在海底钻获可燃冰的国家。

2015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神狐
海域准确定位了两个可燃冰矿体。
2016年，地质调查工作人员围绕试采
在神狐海域开展钻探站位8个，全部发
现可燃冰。

“2016年3月，我们正式开始准备
可燃冰试开采，当时定下的开钻时间为
2017年3月28日，就是说自开始准备
至开钻仅有一年时间，如果不是之前持
续拼搏积累下海量的地质数据，就不可
能按时完成任务。”邱海峻说。

今年5月10日9时20分，神狐海域
可燃冰试采开始，5小时32分钟后，试采
点火成功。截至18日，经试气点火，本
次试采已连续产气超过一周，最高产量
3.5万立方米／天，平均日产超1.6万立
方米，累计产气12万立方米，天然气产
量稳定，甲烷含量最高达99.5％，完成预
定目标，试采取得圆满成功。

18日上午，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在“蓝鲸一号”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在神狐
海域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看“神狐火炬”：点亮新能源时代曙光

和海洋石油、天然气相比，海域可
燃冰的开采就一个字：难。

难点也是一个字：软。
俗话说，柿子要捡软的捏。但可燃

冰开采却最怕“软柿子”。
“可燃冰虽然储量大、分布广，但形

成年代要比石油、天然气晚得多，覆盖
它的海底地层普遍是砂质，现有的海底
钻井设备开采它就好比在‘豆腐上打
铁’、用‘金刚钻绣花’，稍有不慎就会导
致大量砂石涌进管道，造成开采失败。”
试采现场指挥部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
调查局“李四光学者”卢海龙说。

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发活跃的国
家主要有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

国和印度等，各国竞相投入巨资开展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竞争异常激烈。其
中，美国、加拿大在陆地上进行过试采，
但效果不理想。日本于2013年在其南
海海槽进行了海上试采，但因出砂等技
术问题失败。2017年4月日本在同一
海域进行第二次试采，第一口试采井累
计产气3.5万立方米，5月15日再次因
出砂问题而中止产气。

“与日本相比，我国海域主要属于
粉砂型储层，这也是占全球90％以上比
例的储藏类型。砂细导致渗透率更差，
同时我国的可燃冰水深大、储层埋层
浅，施工难度更大。我们的突破，对于
全世界而言更具有可参考和借鉴的价

值。”卢海龙说。
——攻坚克难，首先依赖于“中国

理论”的建立。陆敬安说，在多年勘探
和陆地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在全球率先
建立了可燃冰“两期三型”成矿理论，指
导圈定了找矿有利区，精准锁定了试开
采目标；创立可燃冰“三相控制”开采理
论，应用于试开采模拟和实施方案制
定，确保了试采过程安全可控。

——试采的成功，也有赖于“中国
技术”的突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
长助理、试采现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谢文卫说，通过这次试采，我国实现可
燃冰全流程试采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形成了国际领先的新型试采工艺。

“我们创新提出了‘地层流体抽取
试采法’，有效解决了储层流体控制与
可燃冰稳定持续分解难题。我们成功
研发了储层改造增产、可燃冰二次生成
预防、防砂排砂等开采测试关键技术，
其中很多技术都超出了石油工业的防
砂极限。”他说。

——试采的成功，也来自“中国装
备”的支持。据介绍，这次试用的钻井
平台“蓝鲸一号”是我国自主制造的“大
国重器”，也是世界最大、钻井深度最深
的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可适用于全
球任何深海作业，在试采过程中，我国
科技工作者还开发了大量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工具并实现成功应用。

“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

从“蓝鲸一号”起步的可燃冰试采，
不仅对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保障、优化
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能给世
界能源接替研发格局带来改变。

“试采成功打破了我国在能源勘
查开发领域长期跟跑的局面，取得了
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的完全自主创
新，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由跟跑到领跑
的历史性跨越。”国土资源部党组成
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说。

“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成
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1万米，
目前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已达
2500米至4000米，而我国大多小于
500米，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
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2016年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的这一论断，让
人们对大地大海深处充满向往。

如果我国固体矿产勘查深度达到
2000米，探明资源储量可以翻一番。
而辽阔的大洋海底，多金属结核总资
源量约3万亿吨，有商业开采潜力的
达750亿吨；海底富钴结壳中钴资源
量约为10亿吨；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中
稀土资源量达880亿吨。未来全球油
气总储量的40％将来自深海。

“海洋特别是深海作为战略空间和
战略资源，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
地位日益凸显，深海探测是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需要。”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
明说，我国海洋探测科技创新已经取得
很大进步，但在一些深海领域与美日俄
及个别欧盟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向深
海进军，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后发先至，
这是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在本次试开采之后，我国可燃冰
开采将进入“科学积累”的新阶段。
叶建良说，在系统总结本次试采经
验、优化试采技术工艺的基础上，还将
开展更多种类型可燃冰试采，建立适
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开发利用技术体
系，同时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进一步提高可
燃冰勘探开发和深海科技创新能力。

根据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规划，“十
三五”期间，通过研制深远海油气及可燃
冰勘探开发技术装备，我国将推进大洋
海底矿产勘探及海洋可燃冰试采工程，
力争2020年实现商业化试采，研制成
功全海深潜水器和深远海核动力浮动
平台技术。（新华社广州5月18日电）

向地球深部进军
5月18日，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可燃冰）试采成功，从理论、技术到工
程、装备全方位完全自主创新，在全球能
源勘查开发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到“领
跑”的跨越，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
绿色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
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
技问题”重要论断以来，我国地质科技战
线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深地有金，深海藏能。近年来，地质
科技战线制订实施深地、深海、深空“三
深”战略，先后在“深部找金”和深海采

“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胶东半岛一
举新增黄金资源储量2400余吨、南海可
燃冰试采成功。这些是中国人民勇攀世
界科技高峰的标志性成就，对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这些成果的取得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只
要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就
能不断从创新中获得财富和力量。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冰”。
我国深海试采可燃冰成功，标志着我国
在深海进入、探测、开发等关键技术上取
得重大突破，打开了通往地球深部的一
扇未来之门。

为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困境，世界
大国竞相加强海洋调查研究和海洋资源
开发。其得失成败，关键在科技创新。
谁掌握了先进理论、开发出先进技术，谁
就能率先造福本国人民。

地球深部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比
地表更小，更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此次可燃冰试采使用了一系列新技术，
特别是建立了完善的安全保障和环境监
测体系，其覆盖全程的环境保护预案使
中国装备、中国方案成为科技创新、高效
利用、洁净生产相结合的典范。
记者 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打开通往地球深部
一扇未来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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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进行天然气水合物
试采作业的“蓝鲸一号”钻探平台（5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蓝鲸一号蓝鲸一号””
钻探平台上喷出钻探平台上喷出
的火焰的火焰。。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作业正在进行。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