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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2户企业债权，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转让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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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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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者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公开竞价：有意竞价者请与联系人进行联系了解竞价等相关情况。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345074、0898-65380738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吴先生0898-65370383、陈先生0898-6538304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8年1月9日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

债 权 清 单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所在地 本金 利息 担保方式
保证情况 抵押情况

海南省儋州市那东公路一公里处的“儋州领时国际”项目土
地及地上建筑物【1 号楼 486 套公寓（总建筑面积
38265.86m2）和106套铺面（总建筑面积20528.78m2）及地
下车库（建筑面积11113.62m2）；2、3、4号42套住宅（总建
筑面积4384.69m2）和地下车库（建筑面积5288.49m2）】

海南省儋州市那东公路一公里处的“儋州领时国际”项目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1 号楼 486 套公寓（总建筑面积
38265.86m2）和106套铺面（总建筑面积20528.78m2）及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1113.62m2）；2、3、4号42套住宅（总
建 筑 面 积 4384.69m2）和 地 下 车 库（建 筑 面 积
5288.49m2）】、山东省青岛胶州市北京东路203号时代国
际中心6号楼二层207-335号面积为8251.02平方米的
129套商业网点（系在建工程）

其中

北京雄鹰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李玉民

青岛领时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海
南领时房地
产开发有限
公司、李瑞
海、李娴

海南领时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海南冶通
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
司

儋州

海口 177208239

195574076 211594503

48282089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1

2

单位：人民币、元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5#、6#地块太阳能供货及安装

工程施工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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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湾新城路
5、工程规模：美丽五区5#地块包括7栋17-18层住宅，共809户，

总建筑面积 95303.42㎡（含架空层面积 1604.75㎡，地下室面积
16690.23㎡，层顶楼梯间、设备房面积255.63㎡，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1753.1㎡），计容建筑面积74999.71㎡，建筑高度最高
67.35m（海拔），停车位814（地上334个，地下480个）。

美丽五区6#地块包括3栋17-18层住宅，共409户，总建筑面积
48279.17㎡（含架空层面积1185.73㎡，地下室面积8313.29㎡，层顶
楼梯间、设备房面积129.34㎡，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
854.8㎡），计容建筑面积37796.01㎡。

招标控制价：513.26万元；计划工期：60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具备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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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1日至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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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每套售
价500元，售后不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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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质量、环境、职业
健康），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或质
检员）、造价员、各1名）的岗位证书及身份证原件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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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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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招标公告
现对营业网点大楼装修进行公开招标，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梅山、保港2个营业大楼装修工程。其中梅山支

行为第一标，建筑面积：3288.4m2（负一层 442.2m2、第一层
472.2m2、夹层400m2、第二层493.5m2、第三至第五层1480.5m2）；
保港支行为第二标，建筑面积：1680.7m2（第一层262.4m2、夹层
167m2、第二层235.3m2、第三至第六层1016m2）。

二、项目地址：三亚市梅东村委会；三亚市保港临高村委会。
三、招标控制价：设有现金柜台楼层（一楼）≦2300元/m2（项

目增项清单详见招标文件），其他区域楼层≦1100元/m2。
四、投标须知：
（一）具有建设部或当地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施工二级

（含）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或其在海南省内分支机构；
（二）无商业贿赂、涉税、信用等不良记录；
（三）质保期内能够保证在三亚市区6小时内响应；
（四）安防工程施工须具有海南省公安厅安防工程施工资质；
（五）近三年有在金融系统装修案例者且装修工程质量优良的

公司予以优先；有不良安防、消防装修记录的不得参与投标；
（六）装修完毕验收合格，支付工程结算总价款的70%，剩余

30%作为质保金，每年支付10%，无质量问题分三年付清，装修工
程免费保修期为3年；

（七）开标前一个工作日16：00前投标人须将投标保证金50万
元转至招标人指定账户内，否则不得参与投标。

凡符合上述报名条件并有意参加的单位，请于2018年1月17
日17：00前携带相关资料前往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
行五楼领取招标文件，开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及电话：裴经理13876582444
龚经理18689919806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8日

综合训练场和营区雨污分流管网方案设计询价
第187医院综合训练场和营区雨污分流管网设计

方案拟选择具有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上(含)的设计院
进行设计，现对外进行公开询价，有意者请在截止日期
1月17日之前，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口市龙昆南路100

号第 187 医院院务处报名。联系方式:李助理，
13876769186 (0898-6592017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
2018年1月10日

迁坟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中国电科海洋信息产业基地项目征

地工作已全面展开，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青苗及地上附属物
的征地补偿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但项目范围内尚有2座坟墓未
迁移。为了维护坟墓权利（墓主）的合法权益，现将该地块迁移坟
墓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坟墓位置范围：该项目地块西至加丁岭水库下游排水渠、
东至景鹏林场、北至223国道、南至天堂村。

二、搬迁时间：请该地块范围内的墓主，自登报之日起到英州
镇人民政府办理相关登记手续，补偿费用由英州镇人民政府按标
准支付，墓主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自行将坟墓迁移。

三、如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将统一进行迁往五岭公墓。
英州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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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王坤）
今天是全国第32个110宣传日，我省公
安机关开展以“110，守护新时代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
介绍防火、防盗、防骗等知识，同时讲解
使用110报警的技巧、报假警的处罚，
以及海口市养犬的相关规定等。

记者在海口火车东站宣传点看
到，公安、交警、消防、反诈骗中心等部
门民警正在为群众发放宣传单,并为
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据了解，今天全省共开展活动
158场次，共计出动警力3526人次，设
立宣传点233个，现场为群众提供咨
询2.7万余人次。此外，还编发了110
宣传短信50.3万余条。

1996年12月20日，我省开通了
全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级管理的
110报警服务台。多年来，我省公安机
关110报警服务台在维护社会稳定和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
打击违法犯罪，为服务国际旅游岛和
美好新海南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扫码看视频 学学这些招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陈烽）记者今天从海口
警方获悉，2017年海口警方110共
接报警电话近百万次，但其中骚扰电
话却占了四成，警方呼吁市民群众珍
惜“110”报警资源，合理使用“110”。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口市公安局
110报警服务台现已整合了全市公

安业务信息系统、视频图像监视系
统、卫星定位系统与110、122、119

“三台合一”指挥调度系统，成为了海
口报警受理服务中心、公安基础信息
采集中心、调度指挥中心和智能决策
中心，为有效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及
时救助市民群众、服务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的同时，海口警方110指挥中心还及
时受理各类求助警情，服务广大市民
群众。据统计，2017年海口市公安
局110指挥中心共接报群众求助3.6万
余起，共接报群众纠纷近2.6万余起。

据悉，2017年海口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共接到骚扰电话40万

余次，占全部电话量的40%，超过
70%的骚扰电话是未成年人拨打
的。海口警方表示，“110”是公共资
源，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窗口”，
是打击违法犯罪的“前线”，请广大
市民一如既往地爱护 110、关心
110，并严正告知：骚扰110是违法
行为。

本报那大1月10日电（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钟幸）如何防范电动
车、出租屋、厨房发生火灾？今天，
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联合相关部门
和单位，在那大城区夏日广场举行
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吸引了不
少群众。

今天，尽管天气寒冷，且伴着毛
毛细雨，但阻挡不了儋州市民学习
消防知识的热情。市公安消防支队
向市民们重点发放了“家庭火灾防
控手册”“出租屋火灾防范”“电动车
火灾防范”等宣传资料。

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会继续开展消防安全
教育活动，引导更多市民从生活小
事开始学习消防知识，确保家庭消
防安全，欢度平安春节。

去年接报警电话近百万次，骚扰电话占四成

恶意拨打110 小心警察找上门

引导市民
学习消防知识

本报三亚1月10日电（记者徐
慧玲）今天是全国第32个“110宣传
日”，三亚公安局设立8个宣传点，发
放宣传资料5万余份，现场为群众提
供咨询1.25万余次，以多种形式开

展“110宣传日”活动。
在活动中，三亚公安局结合该市

风景区多、中外游客多、“候鸟”老人
多的特点，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宣传
活动。在南山、天涯海角、大东海风

景区等设立“110宣传点”，组织相关
工作人员深入景区宣传110知识及
法律知识。同时，还来到“候鸟”老人
聚集的公寓，为老人重点讲解防抢、
防骗、防盗、防火等安全常识，并针对

如何快速有效报警进行演示。
此外，三亚交警支队、边防支队通

过建立微信公众号、设置便民服务点、
成立流动110服务小队等方式，为群
众讲解防盗防骗及交通安全小常识。

1月10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消防大队联合保亭公安局开展“110宣传日”
活动，并借力开展“除火患，保安全”宣传，加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贾磊 摄

好大胆！

包工头带人高铁桥下
非法挖沟被抓现行

本报三亚1月10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钟
泽亮）1月8日，三亚市两男子在高铁东环线铁路
桥下进行挖掘作业，属于在铁路沿线非法挖掘坑
穴，受到铁路公安行政处罚。

当天，海口铁路公安处三亚车站派出所民警
在巡查线路时，发现一辆挖掘机在海南东环高铁
线路铁路桥下施工，遂立即叫停施工，并将当事
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据了解，肇事者为杨某和刘某，杨某是当地
一名包工头，刘某是挖掘机司机。当天上午，在
没有经铁路主管部门同意和备案的情况下，杨某
指挥刘某在铁路桥下进行挖掘作业，挖了一条长
9米宽0.8米深1米的排水沟渠。

据介绍，杨某和刘某的行为构成了“在铁路
沿线非法挖掘坑穴”，鉴于暂未造成不良后果，三
亚火车站派出所依法对杨某和刘某给予行政罚
款500元，并勒令恢复原状。

引导群众提升安全
防范意识、技能

本报椰林1月10日 （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 蒋升）今天，陵
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组织
相关业务部门及陵水边防支队，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增进群众
对110报警服务的理解与认识。

上午9时许，在海韵广场，公安
局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单、开展现场咨
询等方式，向市民游客宣传公安机关
在打击犯罪、服务群众、抢险救灾、应
急处突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同一时
刻，陵水公安局各派出所也在辖区设
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
群众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

当天，陵水边防支队组织官兵
深入学校、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与群众面对面互动，宣传各类危
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案件的防范知
识、安全知识、应急知识、110报警
知识、公安便民措施等。

好暖心！

老人不慎丢了“救命药”
海口民警成功帮其找回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冯
虹曼）1月8日，一位从内蒙古来海南度假过冬的
老人，不慎将装有半年用量“救命药”的袋子遗
失。接到求助后，海口火车站执勤民警多方寻找，
最终找到了老人的“救命药”。

据了解，当天王先生与老伴儿一起乘坐Z111
次列车到海南。列车到达海口站后，王先生将装
有半年用量的药品袋子遗落在海口火车站出站
口。王先生表示，这是自己的“救命药”，每天必须
按时服药才能不耽误病情。他随后找到正在火车
站广场上执勤的民警寻求帮助。

海口火车站的执勤民警立即调取出站口的监
控录像查看，发现王先生的药品是被一个开着金
色面包车的男子拿走的。民警通过这条线索联系
到面包车的车主白先生，白先生称其开车到火车站
接朋友，当时出站口外旅客多，在帮朋友提行李时
错拿了老人装着药品的袋子。一个小时后，白先生
把错拿的药品送回到在派出所等候的王先生手中。

王先生见到失而复得的“救命药”时激动万
分。称如果药品找不回来，必须折返回老家的医院
重新开药，买药花钱不重要，还会耽误病情。王先生
还当场写下一封感谢信，感谢海口警方的热情帮助。

设8个宣传点，发放资料5万余份

为群众讲解防盗防骗交通安全常识

1.防火：
不要在一个插线板插过多插座
电动车切勿长时间充电
2.防盗：
财物贴身携带 外出锁好门窗
3.防骗：
电信诈骗有48种常见手法 陌生
来电勿听信

三亚

儋州

陵水

关注110宣传日

扫码看海南警方传授
防火、防盗、防骗招数视频

推进冬季消防宣传

好糊涂！

帮“朋友”取款赚佣金
一男子涉嫌诈骗被抓

本报万城1月10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丰
华）1月7日，一名涉嫌诈骗案的男子陈某在琼海
火车站被公安民警抓获。

据了解，陈某是琼海人，2017年8月31日，
因涉嫌诈骗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立案追查。

陈某向警方交代，他去年结识了一个叫阿彻
的朋友。阿彻称自己在做赌球生意，让陈某帮到
银行取钱，并给他一定的报酬。陈某觉得这样的
差事既轻松又能赚钱，就答应了。陈某说拿阿彻
给他的银行卡，最多取过2万多元，最少4000多
元，每次取完钱后就电话商定好地点，将钱交给
阿彻，自己能分到几十元到几百不等的酬劳。

公安机关提示，陈某的行为已经涉嫌参与诈
骗活动，希望市民不要贪图一时利益，不仅会造成
自身财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触犯了法律。

全省共发生火灾1021起
同比下降27.9%

消防火灾救援方面

2017 年，全省 110 报警
服务台共接报警电话 143.1
万余次，同比下降11.7%

有效报警69.7万
余起，同比下降14.3%

治安案件类报
警18.9万余起

刑事案件类
报警4.74万余起

其中，事故起数、受伤
人数、直接财产损失
同比分别下降 4.1%、
12.3%和19.3%

交通事故处理方面

四项指数
呈现“一升三降”

制图/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