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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拥有的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一、债权资产情况：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截至2017年10月31日，我公司拥有对海南

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余额、重组收益及违约金合计人民币257,355,296.11元(最终转让金额以债权转让时点计算为准)，具体

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二、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

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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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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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2017年11月3日至2017

年11月30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

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0898-66701497

滕先生：0898-6674677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34669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7年11月3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7年11月30日

债务人名称

标的债权

对应担保措施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重组收益 违约金 合 计
193,200,000.00 57,045,536.11 7,109,760.00 257,355,296.11
1.抵押：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海南（国家级）水产物流交易中心”项目
68562.14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81881.49平方米在建工程。
2.质押：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5执1226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黄宝界与被执行人郑生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琼0105民初4039号民事调解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依法查封被执行人郑生建名
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20号鹏晖.新天地裙房、写字楼、
A栋住宅19层19A号房（合同备案号：L00275114）和19B（合
同备案号：L00275126）号房，如对上述房产有异议者，请自公
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假区E-12、E-19、E-

26地块围墙砌筑工程
2、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天涯区红塘湾旅游度假区
5、工程规模：三亚鲁能红塘湾E-12地块占地面积70382.85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2229.71平方米，E-19地块占地面积
55860.7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3516.45平方米，E-26地块占地
面积24315.0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9178.08平方米，本次采购
为三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假区E-12、E-19、E-26地块临时围墙
砌筑工程。

招标控制价：2764279.39元人民币
计划工期：15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
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

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

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7年11月3日至7日，在
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投标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持身份证
到现场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件与资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建造师注册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
（副本）、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
构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造价
员、标准员各1名）的岗位证书及身份证。【以上资料须提供原件核
对、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份，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写
有“某某项目招标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凡未购买招标文件的单
位不得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9、联系方式:联系人：林先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7年11月3日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处置方式：打包处置。交
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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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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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17年11
月3日-2017年11月30日。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上述债权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
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
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
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赵女士、张女
士。联系电话： 0898- 36686291、 0898- 36687631。传真：
0898-36686281。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
12B层9015室。邮政编码：570100。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孔；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3日

债务人名称

海南东泰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永升达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金

23,700

12,200

35,900

利息
3,975.68

2,046.55

6,022.23

合计
27,675.68

14,246.55

41,922.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对我司持有的以下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本息金额截止2017
年9月20日，2017年9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不良债权
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对我司持有的海南东泰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7年9月20日，债权本金23700万元，利息3975.68万
元，本息合计27675.68万元。2017年9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
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具体情况请
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公开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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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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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17年11月3日-2017年11月30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
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12B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10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孔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拟对我司持有的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司、澄迈永升达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7年9月20日，债权本金余额122,000,000
元、利息20,465,499.02元，本息合计142,465,499.02元。2017年9
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
次处置范围内。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公开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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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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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17年11月3日-2017年11月30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12B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10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孔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3日

中标公示
红岭灌区工程囤蓄水库渠道改造工程项目于2017年11月

1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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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岭灌区工程囤蓄水库渠道改造工程土建施工
Ⅰ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
二中标候选人：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中标
候选人：河北省水利工程局。红岭灌区工程囤蓄水库渠道改造
工程土建施工Ⅱ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焦作市黄河华龙工程有
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山东水总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黄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公示期至2017年11月7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 0898-66551009）。招
标人：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山东省建设工程
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叶昊鸣 齐中熙）记者2日从国家旅游
局了解到，国家旅游局近日发布《导游
管理办法》，以进一步加强导游队伍建
设，保障导游合法权益，提高服务水
平。办法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
实施。

据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办法分为总则、导游执业许可、导游执
业管理、导游执业保障与激励、罚则和
附则六章，共四十条。其中规定了导
游证采用电子证件，以电子数据形式
存储于导游个人的移动电话等移动终
端设备中。游客、景区、执法人员等通
过扫描电子导游证上的二维码识别导
游身份，原IC卡导游证已于2017年

10月31日停止使用，全国全面启用
电子导游证。

这位负责人表示，办法对导游日
常执业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导游
证和身份标识佩戴、导游职责规范、突
发事件处置等。重申了领队的备案管
理制度，指明具备领队条件的导游从
事领队业务的，应当符合《旅行社条例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办法细化了《旅游法》第三十五条
的规定，明确导游执业不得出现擅自
变更行程、诱骗或强迫消费等十一项
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办法罚则部分对
违反导游执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明确
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了解，国家旅游局近年来积极

推动导游体制改革工作，加强导游队
伍建设，深化旅游业“放管服”改革。
2016年废止了《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
法》（2001年），取消了导游计分、导游
年审、导游人员资格证3年有效等不
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制度，确立了导
游资格证终身有效、导游证全国统考、
全国通用的原则。

《导游管理办法》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不得擅自变更行程、诱骗或强迫消费

“租赁市场乱象丛生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于信用体系不完善。”芝麻信
用总经理胡滔建议，未来住房租赁平
台应全面引入“信用租房”。

据了解，多地的官方平台将引入
信用管理。如成都提出建立住房租

赁信息发布和审核标准，建立经纪机
构、住房租赁企业及从业人员等各类
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体系，建立“红
名单”和“黑名单”制度。

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
中心主任韩君卿说，杭州将在全城引

入“信用租房”，可租房源、租客、房东
以及中介服务人员都将对应一套完
善的信用体系。信用好的租客不仅
可能免交押金，还有可能按月缴纳房
租。如果在租房过程中有恶意失信
行为，会影响其信用评估。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
玉认为，未来应通过住房租赁市场立
法、培育住房租赁企业、规范租赁行
为、让租房居民享受平等公共服务等，
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的基础性制度和长
效机制。（据新华社上海11月2日电）

房东、租客、中介都将被评估信用

为解决租房市场房
源信息虚假、价格不透明
等问题，10月31日，北京
租房新政策正式实施，住
房租赁监管平台上线。
此前不久，广州推出了
政府住房租赁平台——
“阳光租房”；9月底，杭
州市联合阿里巴巴、蚂
蚁金服打造的政府住房
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也已
正式启用。

“新华视点”记者发
现，目前，全国10余个城
市已出台加快培育和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
方案，均提及搭建政府
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并明确了建设时间
表。专家称，这是各地
落实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的“关键一招”。

当前，百姓租房存在几大痛点：
虚假房源多；合同不报备，发生纠纷
时租客维权困难；房东涨租、租期随
意、二房东现象屡禁不绝等。各地推
出的官方住房租赁平台，将通过收集
和发布租赁信息、动态监测租赁信
息、指导住房租赁价格等，有效遏制
租房乱象。

多个试点城市明确了住房租赁

平台建设的时间表：沈阳提出12月
底前，实现官方平台的全部设计功
能；厦门提出，年底前形成基本框架、
实现初步功能，明年6月完善；广东
肇庆提出，争取到2018年底建立相
对完善的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

深圳、合肥和郑州等地提出，平台
要提供便捷的租赁信息发布服务，及
时披露租赁住房供应总量、租赁人口、

租金等信息，从而引导市场合理定价。
南京、武汉等地提出，平台将整

合房源信息，把规模化住房租赁企
业、大型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个人房源
信息全部纳入平台。

厦门、肇庆和佛山等地拟通过平
台推行租赁合同网上签约，规范租赁
双方和中介机构行为，最终实现“房
源登记、信息发布、租赁交易、网上签

约、登记备案、租房证明”全过程网上
办理。

广东省住建厅厅长张少康表示，
未来，由政府主导建设的住房租赁交
易平台，将与住房交易和不动产登记
数据信息充分对接共享，实现放盘－
交易－备案－评价－数据发布一条
龙服务，严把房源真实关，并逐步将
各类租赁住房纳入平台统一管理。

将与住房交易和不动产登记数据信息对接共享

“剑网2017”专项行动亮出成绩单

1655个侵权盗版
网站遭关闭！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史竞男）国家
版权局2日对外通报，“剑网2017”专项行动目前
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巡查网
站5.5万家（次），关闭侵权盗版网站1655个，删除
侵权盗版链接27.48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51
万件，立案调查网络侵权案件314件，会同公安部
门查办刑事案件37件、涉案金额6900万元。

据介绍，今年7月25日，国家版权局、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启
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17”专项行动。各
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开展了新闻作品版权、影视
作品版权、APP版权、电商平台版权等多个领域
的专项整治，并创新网络监管方式，通过加强重点
网站版权监管、关注VR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兴领
域和新型问题、加大重点案件督办力度等方式，进
一步拓展专项行动的覆盖领域。

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入
开展专项治理，突出抓好查办案件，引领社会公众
广泛参与，努力营造良好的网络版权环境。

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报告

我国2016年
捐赠总额1392亿元
相当于每人捐赠100元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罗争光）如果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国一年会累计捐赠多少
款物？中国慈善联合会2日公布的《2016年度中
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接收款
物捐赠共计1392.94亿元，相当于每个国人捐赠
100元左右。

据悉，这份报告由中国慈善联合会对2016年
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
测、统计和分析形成，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
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70.23万条。

根据这些数据统计分析，2016年我国接收款
物捐赠共计1392.94亿元，比2015年增加284.37
亿元，同比增长25.65%。人均捐赠100.74元，比
上年增加23.32%。报告分析认为，2016年慈善
法正式施行，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
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推动了社会捐赠的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社会捐赠最关注的三个领域
依然是教育、医疗健康、扶贫与发展，分别占捐
赠总量的 30.44%、26.05%、21.01%，其中扶贫
与发展领域增长最为明显，比 2015 年提高近
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
较快发展。2016 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 13家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
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
3家平台全年筹款达 12.89 亿元，比 2015 年增
加37.79%。从网络捐赠的领域来看，医疗救助
和教育助学类最受关注，其次为减灾救灾和环
境保护。从捐赠渠道看，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
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

虚假房源、随意涨价……

10余城市将建官方租赁平台解百姓租房

7月，住建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求，在
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要搭建政府
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通过平台提
供便捷的租赁信息发布服务，保障租
赁双方合法权益。

9月底上线的杭州市住房租赁
监管服务平台，把公共租赁住房、长
租公寓、开发企业自持房源、中介居
间代理房源、个人出租房源等全部纳
入平台管理。

根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的统计，截至10月30日，该平
台累计挂牌房源37244套，发布求租

信息304条，累计访问量近60万次。
记者登录该平台发现，有租房需求

的用户在锁定房源后，可直接对接租赁
企业或者房东。租客与房东若为异地，
无法及时当面交流和操作业务，APP端
还提供双方移动签约和电子签章服务。

10月10日，该平台完成了第一
单租赁签约，房东和租客通过平台完
成相关手续。

“从查找房源到签订合同，仅用
了1个小时。”杨先生以每月3000元
的价格租到了两室一厅，比市场价低
不少。杨先生告诉记者：“房东刘女
士自主挂牌，我们直接对接。网签过
程中需要实名认证，不能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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