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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信用卡透支催收公告
截止2017年11月26日，下列信用卡持卡人未能按照信用卡章程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催收。请持卡

人自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向我行清偿所欠透支款项，或到我行商谈有关还款事宜，否则，我行将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特此公告
联系人及电话：吴先生 88676042 客服电话：400669556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银行卡部 201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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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20019890****9X
46020019641****28
46000519950****1X
46003019890****16
46003319811****82
12010219801****79
46003319940****71
41138119881****14
52270119770****17
46000619761****10
46020019800****32
460200196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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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33198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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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02197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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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200198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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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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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1****698
625906468****401
62276088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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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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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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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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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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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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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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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3****985
625906468****201
625906469****223
62590646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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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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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06463****081
625907465****976
625906460****161
622760330****254
625906468****663
525746468****305
625906464****891

9394.68
9628.76
10196.04
10303.66
10341.55
10482.12
105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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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4.33
10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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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9.16
114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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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4.31
198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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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50319800****11
46020019870****34
13052519861****73
35052119821****79
46020019750****07
46020019790****26
46002619840****50
23070319830****11
44052819650****58
46020019820****29
23100419590****57
46002419741****27
46002519810****25
46002519751****31
46020019760****34
46003419820****12
46002269101****01
13032219690****38
51252719760****33
52010319491****38
46000019800****1X
33022219780****1X
46020019641****27
46020019670****60
46020019851****15
21070319850****27
46000719820****54
43052419850****77
46000719770****48
36052119700****34
51222219710****35
35062719770****16
22020219740****15
46000219860****1X
52210119660****28
51100219651****3X
36213519710****11

625907463****105
625906468****821
525746467****799
438088615****585
625905469****544
625906461****743
625906467****800
625907463****492
625906469****724
525746460****221
625906468****788
625906469****666
625906469****926
625906460****153
625906466****316
625906463****642
525746468****975
622761463****220
625906463****997
409668885****982
625906469****407
622760399****581
625906466****044
625906464****184
625906461****017
622760893****271
625906464****278
622759463****529
525746463****787
625906468****064
625907462****436
514958292****551
514958469****832
625906468****629
625338469****780
514958232****573
409670803****592

20344.62
20855.66
21128.24
21722.15
21947.22
22124.87
22915.79
23221.54
25522.31
26013.07
26127.66
26361.75
27391.4
31016.51
32934.38
34392.5
37158.25
38141.26
38161.21
41295.78
43705.11
43798.9
45649.1
47118.97
55057.7
60419.54
67013.08
73623.56
82348.27
83173.98
97383.96
99102.49
99672.29
101482.61
142767.25
174365.75
334494.71

姓名 身份证号 信用卡号 透支本息金额（元）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尽快缴纳项目增容费的催告函

以下用地单位开发的项目存在增加容积率问题，我局已对其增
容事项做出征缴增容费的决定，征缴决定书已通过直接送达或公告
送达的方式送达用地单位，请各用地单位自本催告函公告之日起10
日内向我局缴纳其拖欠的增容费(开户行：储蓄银行五指山市支行，账
户名称：五指山市财政局财政性资金，账号：10077 172044 001000
100002，逾期未缴纳的，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用地单位
五指山市润禾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五指山泓景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五指山太阳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
五指山市通什
镇政府大院内
五指山市红旗
路
五指山市邮政
办公大楼西侧
五指山市翡翠
大道东侧

项目名称

候鸟公寓

碧云天

候鸟花园

双大和园

征缴决定书
五 土 资 字
[2017]236号
五 土 资 字
[2017]228号
五 土 资 字
[2017]227号
五 土 资 字
[2017]193号

缴费金额（万）

24.9008

63.54

295.6577

791.1887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1日上午9:30在本
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
（1995）海南法执字第63-11号、（1996）海南法执字第60、61、62-1号
《民事裁定书》确定委托方享有的权益，即位于琼海市加积镇的原“南
华鞋厂”厂房和土地权益，不含设备部分。参考价：3000万元，竞买保
证金：1500万元。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标的展示及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7年12月8日17:00止，以
款到账为准。瑕疵告知：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已将土地证号为海国用
（93）字第398号（面积为25176.66平方米）列入涉嫌土地调查对象，
该土地使用权存在被政府无偿收回的风险。有意者，请于2017年11
月8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网址：www.typm.com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这周末的房间还有吗？我想订一
间双标，周末带家人来度假。”今天中
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工作的林宏达趁
着午休时间，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
镇芭蕉村的芭蕉客栈订房。去芭蕉村
体验农家闲趣，林宏达计划了许久。

距离邦溪镇区不远的芭蕉村，离
昌江县城只有10分钟车程，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加之背靠芭蕉岭、
面朝芭蕉水库的山水风光，让芭蕉村
成为了不少人周末休闲的理想去处。
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不少

“候鸟”老人前来休闲散心。
行也安然、坐也自在的芭蕉村在

几年前还是个外人不想来、产业发展
不起来的穷村。

“要是没有当年的打造，哪有芭蕉
村如今的美名。”曾在芭蕉村任村民小
组长的南班村党支部书记高勇介绍，
2012年，白沙将芭蕉村纳入“美丽乡
村”打造计划之列，采取农户出一点、政
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集体补一点、企
业投一点的方式，共整合资金3000余
万元，对芭蕉村进行了整村大改造。

经过一番打造，芭蕉村变美了，还
入选农业部“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特
色民俗村。

“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村子美还

不够，还要生活美！”高勇说，依托芭蕉
村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村民们在
邦溪镇的牵头下成立了芭蕉村休闲观
光农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旅游，此外芭
蕉村还整合资金1460万元启动了休
闲农庄建设，打造集民宿、餐饮、自驾、
度假等为一体的综合农业休闲乐园。

“早就听朋友说芭蕉村美，今天来
‘侦查’后发现名不虚传。”林宏达说。

对芭蕉村的村民们来说，村子变
美了，原先所从事的橡胶、甘蔗等产业
已跟不上美丽乡村的发展步伐。“都说
靠山吃山，这山里的农产品可是紧俏
得很呢！”芭蕉村村民高富春说，他和
妻子在村里做起的农村淘宝服务站，
已把村里人收集来的野生蜂蜜、淮山
等山货卖到岛外去了。不仅是野生山
货，芭蕉村村民种植的“得稻高升”香
米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点赞。

芭蕉村不少村民会酿酒，村民高
亚林用古法酿造的米酒甘甜可口，他
的酒不仅在村里有名，就连住在邦溪
镇的“候鸟”老人也慕名而来。

林宏达带着期待，驱车赶回昌
江。而更多人对芭蕉村抱有更大的期
待，因为连通白沙的高速公路建设进
展顺利，借助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芭蕉村将继续拓展自己的旅游版图，
而芭蕉山水敞开的怀抱，为所有人都
备好了酒。（本报牙叉11月30日电）

依托区位和生态优势打造美丽乡村，营造美好生活

白沙芭蕉村：依山傍水不负“最美”名

第二届海购节今启幕
3万商家共同打造全业态消费盛宴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杨艺华）以“美
好新海南，购物新天堂”为主题的2017年（第二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以下简称海购节）12
月1日正式开启。全省3万余家零售、餐饮及电
商企业及商家将在12月1日至31日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全岛性促销活动，通过组织一系列主题活
动，营造实惠购物、欢乐购物、放心购物的消费氛
围，借此打造我省购物品牌。

记者从第二届海购节组委会了解到，今年的
海购节覆盖全省18个市县，呈现欢乐、购物、消费
三大特色，参与企业及商家涵盖了零售、家电数
码、家居建材、汽车、餐饮、电商等11大行业。

本届海购节相对首届打折促销特性更为明
显，记者了解到，海购节组委会还与参加企业及商
家签订《诚信承诺书》，对其折扣、质量、服务、售后
等提出具体要求。与此同时，组织商家举办多项
主题性活动是本届海购节的一大特点，本届海购
节将结合“双12、圣诞节、新年”三大消费黄金点，
推出21个主题系列活动。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符俊表
示，希望通过为期一个月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岛内居民和岛外游客的消费
欲望，将海购节打造成国内外消费者的年度购物
狂欢庆典。

海南节能幕墙门窗
研发制造基地开工
总投资2亿元，可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李丽佳）今天上午，海南华合泰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节能幕墙门窗研发制造基地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云
龙产业园动工，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将建成集低
碳节能制造业、高新科技产品、研发基地、互联网
体系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园，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将
达4.5亿元。

该项目由海南三合泰建设集团全资控股，项目
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项目正式投
产后年产值将达4.5亿元，能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个。

海南三合泰建设集团负责人表示，该研发制造
基地将建立起代表全国一流水平的研究设计院和研
究检测实验室，引进拔尖的学科带头人，组建专业队
伍，加快推进我省建筑幕墙、门窗的技术革新。

南海网客户端4.0上线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郭祖莹）12月1日，南海网客户端在各大应
用商店更新发布，正式升级为4.0版本,该版本新增
5大频道，优化多处阅读效果，完善用户交流功能。

南海网客户端于去年5月上线，至今已历经2
次改版升级。本次升级新增5大频道，包括“十九
大”、直播、策划、瞰海南、找工作。作为本次升级
的最大亮点，“十九大”频道备受关注。“十九大”频
道同步发布海南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网上学校的全部内容，及时发布海南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权威学习资料、动态等。

南海网客户端 4.0
版本全面提升了新闻报
道功能服务，新增直播、
策划、瞰海南等3个核心
原创内容频道。此外，该
版本还突出了人才招聘
服务功能，将原有的“找
工作”栏目调整至频道。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徐
慧玲）今天上午，中国—东盟民办高
等教育发展与合作论坛在三亚学院
举行。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菲律宾、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
的16所高校、教育组织，以及北京吉
利学院、浙江树人大学等10所国内
民办高校等主要负责人共话中国与

东盟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并达成了中
国—东盟民办高校合作共识，积极培
育教育合作新的增长点。

此次论坛旨在搭建中国和东盟
民办高校间交流与合作平台，分享各
国民办高校自身发展成功经验和成
功合作案例，并探索建立中国—东盟
民办高校间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长

效机制。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杨
秀萍表示，教育合作是中国—东盟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底，双方
互派留学生已超过 20万人次。同
时，中国成立了30个中国—东盟教
育培训中心，在东盟国家建立了5个
中国文化中心、31个孔子学院和35
个孔子课堂。

根据论坛上达成的中国—东盟
民办高校合作共识，中国—东盟民办
高校将积极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合作
进程，建设繁荣的教育共同体；建立
有效的中国—东盟民办高校教学、研
究等长效合作机制；同时共同推进
合作办学等合作项目实施，为中国和
东盟各国学生提供交流平台。

中国—东盟民办高校三亚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梁
君穷）今天上午，海口召开2018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动员各级各部门
做好2018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征订工

作，会议强调要将保质保量完成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党的意识
形态工作主阵地，是重要的宣传工具。

据悉，海口部分有条件的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将继续开展“赠党报、送

温暖”活动。海口市委鼓励各部门、
各单位为结对帮扶的镇、村、街道、社
区订阅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

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忠云
表示，近年来海口市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平稳有序。2018年征订工作将进

一步明确党报党刊的范围，加强统筹
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征订经费
足额到位，强化发行措施，提高发行
时效，切实提高办报办刊水平，提高
报刊利用水平，确保党报党刊发行重
点工作落到实处。

海口召开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强化政治意识保质保量完成发行任务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芭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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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村
该村是个黎族聚居村，有119户村民。
村子依山傍水而建，环境优美。
在2012年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后，村民住

进了二层小楼，村里办有芭蕉客栈。
该村曾入选农业部评定“中国最美休闲

乡村”的特色民俗村。

位于白沙与昌江交
界处，游客可沿西线高
速行驶至邦溪互通，再
沿省道310往白沙方向
行驶20分钟即可到达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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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瞰依山傍水的白沙黎族自治
县芭蕉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全面深化
改革建设美好新农垦
◀上接A01版
要落实好刘赐贵书记批示精神，“肯定
成绩的同时着重总结好的经验推广，
不足的方面改进，增强企业实力，提高
农垦职工收入，打造美好新农垦。”要
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全力推进“八八
战略”，发挥农垦土地资源优势，推动
农垦改革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各市县
各部门要继续大力支持农垦改革发
展，相关部门要做好农垦改革发展量
化考核工作，确保各项改革发展举措
如期完成。

王瑞连对农垦改革取得的成绩表
示肯定，就海垦控股集团建立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加强离退休党员管理、做好
并场转制前担任农村“两委”干部移交
地方政府管理工作、强化考核管理提出
明确要求。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各农
场（农场公司）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