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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鉴于最近市场上大量房产中介宣传我司投资开

发的滨江世纪佳城团购事宜，我司严正声明并无此

事，并保留追究相关信息宣传者的法律责任，请广大

购房客户切勿相信。如有疑问，请前往项目营销中心

咨询。

感谢广大客户对项目的关注与垂爱。

项目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388号滨江世纪

佳城营销中心。

营销电话：（0898）65986666/（0898）65989999

公 告

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5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我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
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
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包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法人或
组织不含任何外资成分，自然人为中国国籍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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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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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
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92、0898-66563178
电子邮件：fuxian@coamc.com.cn、xiannaibin@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中银大厦1008室
邮编：570102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809-66563202（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4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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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海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

海南省工艺进出口公司

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

海南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

海南省中岛集团进出口公司

海南省四海实业公司

海南省机械总公司

海南省证券公司

小计

海口换地权益证书1份

儋州换地权益证书1份

定安换地权益证书1份

小计

合计

分布地区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儋州

定安

债权及实物资产价值

（本金，万元）

7,769.88

3,721.50

1,838.59

1,492.45

1,722.22

1,312.06

660.00

1,312.15

19,828.85

233.51

219.85

131.62

584.99

20,413.84

（本息，万元）

51,376.86

20,687.39

4,008.65

7,134.05

11,358.06

5,951.64

5,381.66

4,796.62

110,694.92

233.51

219.85

131.62

584.99

111,279.9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外贸混合资产包(coamchk-2017002)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所持有的外贸混合资产包（编号：coamchk-2017002 ）进行处置，
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111279.91万元，包含债权8户，涉及本金折合人民币19828.85万元，利息90866.07万元；抵债资产3项，金额584.99万元
（包内债权金额截止2017年6月20日，实物资产金额为实物金额或实物的公允值）。分布在海南省的海口、儋州、定安等三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工程名称：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调整）项目2号地块供配电工程施

工招标

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甘柏森

第二中标候选人：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侯环才

第三中标候选人：天津东方奥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程 刚

开标时间：2017年9月6日10：00时,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

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 系 人：韦先生，电话：
18789368333）进行质疑。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九月七日

中标公示
经单位申报，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审核，拟推荐海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为卫生计生系统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候选单位，根据文明单位评
选工作要求，现公示如下：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地处海南省中南部的
五指山市，隶属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创建于1952年，
占地面积约100多亩，总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目前开放床位400
张。现设有16个临床科室和7个医技科室，职工580人。1999年和
2009年两次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07
年被授予海南省文明单位称号并保留至今，2017年8月被授予“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无精神文明创建负
面清单情况。公示期自即日始7个工作日，即9月7日至9月15日，
凡对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作为全国文明单位候选单位有意见者，请
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反映。

联系电话：0898-65388375 邮箱：hn65388375@163.com
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9月7日

公 示

原嘉华名都商场各经营户：
我方是海口市金龙路8号嘉华城市花园嘉华商业广场1-

3层商业裙楼（以下简称“嘉华名都”）的所有权人，因嘉华名都
堆放的货架等物品占用我方场地，侵害了我方权益，我方已于
2013年11月29日公告各经营户将物品搬出。然迄今为止，
仍有部分物品尚堆放在嘉华名都。现我方再次公告，限各经
营户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将嘉华名都内的全部物品搬出。否
则，我方将视上述物品为无主物或遗弃物予以处置，由此造成
的一切法律责任和一切后果均由你方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产权人：陈嘉新、陈冰

联系电话：13907566137
2017年9月7日

公 告

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B0202地块、B0301地块、B0402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进行修改。为
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工作日（2017年9月7日至2017年10月24
日）。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2）书面意见请
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
政审批局，邮编：571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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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

2017年9月7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海口市药谷工
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B0202地
块、B0301地块、B04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

海南中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人、主债务人)，海南中度旅
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抵押人），上海莱韵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骄
登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德鑫实业有限公司、三亚龙泉谷高尔夫文
化公园有限公司、徐泽宪、张敏兰、徐小雪、沈励、中青旅海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潘国平、杨美琴（担保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行
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行对你方
所拥有的于2012年6月11日签订的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三农联
中心社2012年（项）社团固借（诚）字第002号】合同债权总额的
100%，依法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一审判决以及未来生效判决确认的以及
贷款合同、担保合同、《承诺书》约定的我行对贵司享有的债权及
其所有从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向中融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联系人：张文振
（联系电话：021-60963830，联系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8号

中融碧玉蓝天大厦8楼806室）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南白沙农村合作银行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澄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屯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

关于海南中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书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国土资用告字〔2017〕05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2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7日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10月7日15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17年10月7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上

午9时至2017年10月9日上午10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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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66793886 联系人：蔡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7日

地块编号
NB2017-A-02

位置
南宝镇松梅村北侧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面 积（m2）
88963

使用年限
40年

容积率
R≤0.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60m

竞买保证金（万元）
5200

地块编号
NB2017-A-06

位置
南宝镇松梅村北侧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面 积（m2）
28779

使用年限
70年

容积率
1.0<R≤1.2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20m

竞买保证金（万元）
1400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首选，免成人高考入学
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学位条件的授予证书
项目类别：
1.开放教育类别：
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8日
2.海南省总工会和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承办的
“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含开放教育和自学考试两种模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日
3.“乡村小学教师”学力提升项目：
面向全省教师招生，参加学历教育学习期间参加国培项目培训。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10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三亚分
校 88214928，屯昌分校 67831937，东方分校 25583266，儋州分
校23885117，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我衷心希望厦门会晤为我们开启
新的合作之门、发展之门，迎来金砖合作
第二个‘金色十年’，开辟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光明未来。”——习近平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2017年9月3日至5日，福建厦门，习

近平主席出席并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主持大小范围会议、发表演讲致辞、
会晤与会外国领导人……站在新十年的
起点上，习近平主席立足金砖，放眼世界，
携手各方擘画共同发展进步的新蓝图。

一城如花半倚石，万点青山拥海
来。鹭岛为证，金砖合作在这里发出更
加耀眼的光芒，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愈
发响亮。

大国引领，
凝聚金砖国家力量

这一次，世界将目光投向厦门，关注
金砖国家合作将书写怎样的新篇章。

4日清早，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山
海之间。

形似巨轮的国际会议中心，迎宾长
廊如展翅飞翔的白鹭向前延伸。长长的
红毯两侧，英姿飒爽的礼兵昂首伫立。

习近平主席提前来到白鹭厅，迎接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四国来宾。

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的信函
发往四国领导人手中，介绍主席国设想，由
此正式拉开金砖国家“中国年”的大幕。

十年风雨同舟，十年砥砺前行。论
分量、看成色，金砖国家合作对全球发展
举足轻重。

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如约而至，
习近平主席同远道而来的贵宾握手寒暄。

面对各国记者，5国领导人并肩站
立。“咱们手拉手！”习近平主席伸出双手示
意。照相机快门响起，定格这历史的瞬间。

凤凰厅内，5 位领导人围圆桌落
座。圆桌中央，代表5国的彩色花瓣分
外醒目。习近平主席敲击木槌，宣布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开幕。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

坚于金石。’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
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习近平
主席的点睛之语，阐明了山海相隔的金
砖国家能够走到一起的合作基础。

回望来时路，启示新未来。在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
向1000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及相关国
际组织和机构代表发表主旨演讲，深刻
揭示出金砖合作发展的要义：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金砖国
家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着来；

——务实创新、合作共赢。金砖国
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
一的行动队；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金砖合
作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理解和认同，成为
国际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时针回拨到2013年初，南非德班，习
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全面阐述中国立场，提出金
砖国家“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
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四大目标。

5年历程，步履坚实。在巴西福塔
莱萨，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
砖精神；在俄罗斯乌法，提出构建金砖国
家“四大伙伴关系”；在印度果阿，宣示扩
大和巩固金砖国家“朋友圈”。

一举一动，尽显中国作为。
《时间去哪儿了》，一部由金砖国家

首次联合拍摄的电影即将在全球上映。
4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大同厅，习

近平主席邀请4国领导人共同观看片花。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

和且平。
首次举办媒体高端论坛、首次举办

媒体联合摄影展、首次举办运动会……
一个个首次，体现了东道主中国的独具
匠心。

站立在白色祥云柱前，5国领导人
同时按下各自面前的一枚中国印章，屏
幕上旋即显示出金砖国家中文国名篆刻
印文。金砖国家文化节拉开帷幕。

从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到人文交流，

中国行动打造金砖合作新支柱，开启“三
轮驱动”新阶段。

外媒评价，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不断前行，中国的
引领作用不可或缺。

这是值得自豪的历史进程——短短
10年，金砖国家合作从无到有，由浅入
深，如今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这是值得期待的合作前景——在步
入第二个10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主席
与各国领导人共商大计，凝聚共识，深化
合作，引领金砖合作向着更加光明的未
来阔步前进。

大国担当，
为全球治理注入动力

一组数据展现中国的务实行动——
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经

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向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
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下提供5亿美元
援助；在未来一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供4万个来华培训名额。

两份文件彰显主席国的主动担当
——

经济务实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国际
和平与安全、人文交流……长达40页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涵盖71项
成果，向世界展示了金砖国家共同意志；
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南南合
作、构建发展伙伴关系……《新兴市场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主席声明》是着
眼未来的庄重承诺。

5日上午，国际会议中心鼓浪厅，习
近平主席等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埃及、几
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5国领
导人围坐在一起。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对话会在这里举行。

每个细节彰显满满诚意：会场内外，
随处可见东道主专为对话会设计的会标，
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标相映成辉。

习近平主席强调用两个维度观察金
砖合作发展：既要遵循五国各自和共同
发展的历史逻辑，又要把握世界发展和

国际格局演变的时代潮流。
站在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度，习近平

主席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凝心
聚力、实现更大发展提出重要倡议：

——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

——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把握世界
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

——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建设广泛
的发展伙伴关系。

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聚首。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海水不

再是合作发展的阻碍，而成为连接各国
的纽带。

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快速发展，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
对比中历史性变化。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厦门会晤期
间，习近平主席邀请来自全球不同地区国
家的5位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
合作大计，开启了“金砖+”合作新模式。

“我代表泰国政府对您邀请我们参
加对话会表示由衷感谢。”泰国总理巴育
对习近平主席说。

“厦门会晤点燃了世界关注非洲的
热情。”几内亚总统孔戴期待，金砖国家
同非洲携手应对挑战。

观察人士认为，受邀参会的5国来
自亚、非、拉、中东和中亚5个重要地区，
金砖国家的辐射范围显著扩大，其政治
经济意义令人刮目相看。

4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
水墨画《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前，习近
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参会的各国领导
人及配偶合影留念。

海天相连，千帆竞发；文明互鉴，相
通相融。

洞察历史大势，把握未来走势。作
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开放、
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金砖
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造福五国、惠
及世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尽显中国责
任担当。

大国风范，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
5日中午，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内

座无虚席。
习近平主席健步走上讲台，向中外

记者全面介绍厦门会晤成果，为会晤画
上圆满句号。

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上，金砖机制
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金秋9月，厦门会晤聆听中国故事。
4日晚，伴随着《鼓浪屿之波》的优

美旋律，习近平主席走上讲台，向出席欢
迎晚宴的各国嘉宾娓娓讲述厦门变迁、
中国传奇。

“1985年，我来到厦门工作，当时到
这里担任副市长。那天，正好是我32岁
生日。现在捻指算来，又过了32年。”

两个“32年”，别具意蕴。
今天的厦门，早已旧貌换新颜。一

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
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折射着
13亿多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写
下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篇章。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亦是中国大步走向
世界舞台中央的底气和动力。

金秋9月，厦门成为中国运筹国际
关系的重要舞台。

细雨中的筼筜书院，清幽古朴，习近
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里举行今
年以来的第四次会晤。两位领导人就双
边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会见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习近平
主席同他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重要
共识。

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习近平主席表
示，愿同埃方在各自改革发展和实现民
族复兴道路上携手同行。

……
签署合作文件、对接发展战略、增进

政治互信，在紧张的金砖日程间隙，习近
平主席同与会所有国家领导人一对一会

晤，达成广泛共识。
金秋9月，厦门会晤为中国主场外

交再添新华彩。
时间闪回，一次次主场外交，展现习

近平主席大国领袖风采，尽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
会议，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雁阵从这里
起飞；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宣示捍
卫战后国际秩序，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弄潮儿向涛头立，推动二十国集团从
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共同打造合作之路、希望之路、共
赢之路，引领各方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

5年来，中国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
区域组织建立或升级不同形式的伙伴关
系，目前建立的伙伴关系已达100个左
右，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访28次，足迹
遍及五大洲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
区域组织，实现中国元首外交对全球不
同区域的“全覆盖”。

5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
理念，呼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客观反映国际
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
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
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厦门闽南大戏院流光溢彩。会晤期
间，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国家领导人一道，
在这里观看一场题为《扬帆未来》文艺晚
会。海风、海天、海韵、海潮、海梦……意
蕴悠长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历史节点，

中国又一重要主场外交取得圆满成功。
人们期待，金砖国家携手，开启通往

合作发展的大厦之门，拥抱共同繁荣的
绚丽彩虹！ （新华社厦门9月6日电）

开启新的金砖合作发展之门
——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系列活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