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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临高思远
实业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行受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
进行公开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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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18年7月26日止，如有购买
意向请电话告知或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

竞价平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e购工银e资产交易平台。
公开竞价：本次债权转让处置为整体打包方式，挂牌/起竞价格：

63500万元，保证金：5000万元。加价幅度：每次50万元或整倍数，保
留价：63500万元。

竞价时间：2018年7月27日10时整起至2018年7月27日16
时整止（自动延时除外）。

关于债权的具体情况及注意事项请登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e购”工银e 资产交易平台查阅业务规则、竞拍条件等条款
(网址:http://trade.icbc.com.cn)。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经理
联系电话：0898-6534507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吴经理（电话）0898-

6537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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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7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临高思远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中联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西源投资
有限公司

海南赣丰肥业
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
高山路8号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
发区南一环路

海口市海府路140号
嘉安园别墅B4乙幢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
发区南一环路

本金
（万元）

74050

7437.5

20997.59

30145.08

132630.17

利息
（万元）

8043.79

876.78

2115.55

2058.88

13095.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质押
抵押+保证+
质押

抵押+保证+
质押

抵押+保证+
质押

其中
保证情况

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郑立钢、王瑞珍、潘勇、谢晓婷
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远
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郑立钢、王瑞珍、潘勇、谢晓婷

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杨高潮、程祖兴、杨芹、陈勇、周忠民、李勇、庞志英

江西赣丰肥业有限公司、海南泓泰达商贸有限公司、海南鸿德现代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赣州特许科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赣州恒阳实业有限公司、赣州市
亿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衡波、吴海樱、何阳

质押情况
远洋渔业公司持有渔业控股公司100%股权；远
洋渔业公司持有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思远实业公司以其持有借款人98.25%股权

杨高潮以持有西源公司2100万股权质押；李勇
以持有西源公司450万股权质押；周忠民以持有
西源公司450万股权质押；

陈衡波持有海南赣丰公司3000万元股权；何阳
持有赣州市至铭矿业有限公司300万元股权

抵押情况

位于海口市机场东路25号4741.16平方米房产

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2.8公里处约80000.4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
21593.58平方米地上建筑物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观海北路1号湛江滨海园7、8、9、10号楼01号商铺（448.96平方
米）、08号商铺（6704.97平方米）和03号商铺(5566.90平方米)；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燕南
路3、5、17、19号二楼商铺（1814.35平方米）、17、19号105、106、108-119、121、122、
124、125、127铺（541.11平方米）和3、5号105-109、111-113、116-126铺（649.78平方米）

位于老城开发区的69673.04m2土地及地上25361.50m2在建工程、厂内机械设
备、3辆自用车抵押，

债权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资产处置竞价公告

椰海商厦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椰海商厦项目位于椰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E-2-8、E-2-15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0578.93平方米，E-
2-8规划性质为医院用地，E-2-15规划性质为住宅用地。设计方案
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
（复）核表》（琼B太阳能核字[2018]002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
314.71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17日至7月30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
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
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7日

本司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两块，
分别为63亩和66亩，两块连片，合计129亩，其中63亩
土地上建有厂房100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
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

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招商公告

省税务局锻造失信惩戒“利剑”

推进税收“黑名单”工作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林钦雯 吴芳玲）近日，海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向银
行申请贷款时，银行发现该公司已被列为税收“黑
名单”，因而拒绝给该公司提供信用贷款，该公司这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记者今天从省税务局了
解到，通过强化部门协作，理顺工作机制，积极推进
税收“黑名单”及联合惩戒工作，发挥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的强大合力，使违法纳税人“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我省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得到了有力推进。

据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税收“黑
名单”及联合惩戒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该局加强税
务稽查、纳税服务等税务机关内部的协作配合；并
与省发改委、省文明办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
单位加强协作，进一步完善案件信息推送机制、惩
戒落实反馈机制及惩戒争议解决机制，构建起“逢
推必办”税收失信惩戒格局。此外，省税务局积极
推进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将税务领域信用目标
写入《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税务稽查案件认真筛
选，层层把关，及时公布和实施联合惩戒，省税务局
的税收“黑名单”及联合惩戒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据统计，自2014年10月以来，省税务局已累
计对外公布140户税收“黑名单”企业的涉税违法
信息，并向公安、法院、工商、边检等34家联合惩戒
成员单位推送。同时，各单位按工作职责对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实施了阻止出境、融资授信等28项
联合惩戒措施，部分税收“黑名单”企业迫于联合惩
戒压力，主动缴清了税款，共计追缴税款、滞纳金及
罚款4600多万元。

此外，该局还加大税收“黑名单”案件曝光力
度，将典型案例通过多种媒介进行宣传，有效发挥
了税收“黑名单”制度的威慑力。

帮助捐器官民工家属渡难关

近500湖北老乡
捐款超45万元

本报三亚7月16日电（记者孙
婧）用生命延续生命，将绝望变成希
望，44岁的湖北籍民工罗平波在三亚
遭遇车祸身亡后，捐出器官拯救他人，
获媒体广泛关注，本报客户端、报纸也
于6月19日、7月8日分别予以报道，
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今天下
午，海南省湖北商会代表将45.31万
元善款交到罗平波妻子徐木英手中，

“我们不是在捐款，而是在感受新时代
正能量，传播好人精神！”。

回忆起丈夫遭摩托车撞倒致重
伤，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徐木英在现场
多次泣不成声。因深感失去亲人的痛
苦，罗平波死亡后，他的亲属捐出其部
分器官，成功挽救了湖北、广东共4名重
病患者。

这一善举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报道。但至今，车祸肇事者尚未缉拿
归案，罗平波打工所在单位依然没有
出面承担企业责任。近一个月来，罗
平波的妻子、15岁的儿子和年老多病
的父母等在内9名亲属还留在三亚，
经济陷于困境。“我们希望能为平波讨
回公道。”徐木英忍者悲痛说道。

从媒体报道中得知罗平波一家遭
遇后，海南省湖北商会于7月13日发
起了捐款救急的募捐活动，海南楚商
积极响应，不到24小时，近500人参
与，共捐出了善款45.31万元。

有人在高速上遭遇碰瓷敲诈了吗？

赶快报案！
警方急寻受害人

本报嘉积7月16日电（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利用碰瓷手段制造轻微交通事故后向受
害人敲诈勒索。近日 ，一个在我省高速公路上利
用碰瓷手段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被琼海市公
安局查获，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为收取更多犯
罪证据，琼海警方急寻受害人。

据警方介绍，该团伙成员作案地点涉及我省
高速公路东线、西线、中线，作案手段是故意与
受害人车辆发生剐蹭，制造轻微交通事故，然后
向受害人敲诈勒索。发案路段：高速东线海口往
返琼海路段；高速中线海口往返屯昌县城路段；
高速西线海口往返临高县城路段。作案时间：今
年1月至7月6日。敲诈金额从几百元至几千元
不等。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操定安、澄迈或海口地区
海南话口音，琼海警方希望广大群众协助查找相关
受害人，有案件线索的请及时与琼海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联系，联系人：李警官18907639350。

海口火山美食品鉴会
21日举行
2018年高考生可免费参加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计思佳）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了解到，7月21日该镇
将举办“山海相约·夜宴石山”火山美食品鉴会活
动。活动时间为当天17时30分至19时30分，持
军官证、教师证、老年卡、2018年高考准考证的市
民、游客，在“火山公社”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报名
后，届时可免费参加。

鲜嫩爽滑的石山壅羊、甘甜醇厚的石山黑豆、
美味滋补的石斛鸡汤……在美食品鉴会上，十几
道地道的石山美食将摆满长桌，此外还有紫地瓜、
石山糯米粿等石山杂粮，石山黄皮、龙眼、圣女果
等时令水果供大家享用。

近日，保亭呀诺达景区引进智
能机器人员工“小呀”，担当景区的
宣传员、推广员，与游客互动，提升
游客体验。

据介绍，“小呀”是一部高性能
服务机器人，它集成语音识别、智
慧情绪管理、触控传感、远端监控、
视频通话等技术，既可以载歌载舞
进行表演，又能够为游客提供指引
路线、介绍景点、推荐美食、解答疑
问等服务，还会和游客交谈，逗游
客开心。

图为游客在呀诺达景区游客
大厅与“小呀”互动。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曹传佳 摄

打造智慧景区
科技传递乐趣

本报三亚7月16日电（记者易
宗平）工作人员对着屏幕，轻点鼠标就
能操控把生活垃圾焚烧并转化为电能

的作业流程。这是记者今天在光大环
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中控室看到
的。该公司日均处理垃圾超过1200
吨、转化电能43.84万度，年处理生活
垃圾约47万吨、发电量1.6亿度。同
时，全市759家餐馆（酒店）的餐厨“地
沟油”半年来产出生物柴油上千吨。

走出该公司中控室，记者来到垃圾
处理车间走廊参观。面对堆成山似的
垃圾，却闻不到臭味，因为车间内是全

封闭作业。在给料斗平台，操作人员隔
着玻璃手执操纵杆，让抓斗每次舀起约
5吨生活垃圾，往焚烧炉里“喂料”。

“我们公司投资5.9亿元建成的
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排放达到欧盟
2010标准，除尘率达99.99%，随时接
受仪器监测和政府巡查。”光大环保
能源（三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元
说，垃圾入炉焚烧时，从热能到机械
能，进而转换为电能输送至南方电网，

并为光大环保餐厨处理（三亚）有限公
司供给蒸汽能源。

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环境卫生
管理科负责人陈是良说，今年以来，该
局与光大环保餐厨处理（三亚）有限公
司、759家餐馆签订了三方协议，让

“地沟油”有了“华丽转身”的机会。
光大环保餐厨处理（三亚）有限公

司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处理
餐厨废弃物 1.94 万吨，变为沼气

33.87 万立方米、生物柴油 1191.84
吨，避免了“垃圾猪”“地沟油”流回
餐桌。

“三亚生活垃圾入炉‘炼’出的是
循环经济。”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
调研员陈芳藻说，三亚生活垃圾处理
从简易填埋、卫生填埋发展到循环利
用阶段，除发电外还可将炉渣制成环
保砖，也可让蒸汽对宾馆布草及床上
用品进行洗涤和高温消毒。

“吞”进废物发成电“喝”“地沟油”产柴油

三亚：生活垃圾“炼”出真金白银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严格把控保品质，立体营销拓市场，农旅结合延产业

定安：小粽子做出大市场
■ 本报记者 邓钰 李科洲

特约记者 司玉

2100万个。这是从2017年端午
节后至今年6月底，定安粽子总销量，
如果请定安居民来绑这些粽子，平均
一人要绑7个。其销售额达3.2亿元，
相当于2017年度定安农业增加值的
十分之一。而在2009年至2010年
同期，这一数据仅为100万个。

定安粽子的“野蛮生长”让人吃
惊，也让人深思。

“几年间，定安粽子销量跨越式增
长背后，是定安粽子品牌力量的不断
壮大。”定安县商务局局长柯敏表示，
近年来，该县围绕定安粽子品牌建设，
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多管齐下、多方
发力，通过去工业化制作保品质，线上
线下互通打造立体营销渠道等系列举
措，不断强化定安粽子的品牌价值，让
小粽子能做出产业大市场。

保品牌
从抢订单到推订单

“生产忙不过来，这两个月我们
已经陆续推掉了涉及产值接近百万
元的粽子订单。”定安新泰来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来”）负责人
刘会明对记者说。

端午节已过，但走进新泰来，看
到的还是一片忙碌场景，一箱箱粽子
正往两辆集装箱货车上搬运。

拒绝订单的底气在哪？“产品
品质好，自然受欢迎。”刘会明拿起一
个粽子介绍，定安粽子对原材料采
购、加工制作和产品包装等各环节严
格把控，每个粽子得用柴火蒸煮15
个小时，才能最终出炉。

“从过去抢订单，到现在主动推
订单，背后体现的是企业对定安粽子
这一品牌的维护和珍惜。”定安县粽
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表示，为了保证粽
子风味，定安各粽子企业仍坚持用手
工包、柴火煮这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制
作粽子。

“笨”方法守住了好品牌。舍弃
效率，追求风味的定安粽子在大打价
格战的粽子市场逆势而上，市场价最
高可达每个20元。

同时，定安与“甲骨文”公司合作
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实现了
粽子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

推品牌
线上线下立体营销

借力建设“互联网+”建设，定安
粽子触网来电，让品牌焕发新活力。

王沸健介绍，定安县商务局和粽

子协会联合开展电商培训会，并多次
举行定安粽子网络竞拍会，还让粽子
进驻淘宝网、京东网等互联网平台，
为粽子等一批特色农副产品拓展稳
定的线上销售渠道。此外，为了鼓励
电商发展，定安粽子企业在电商平台
交易成功后政府每单补贴3元。

今年，定安更是探索出电商运
营新模式。“百美电商和定安粽子协
会合作，创新推出粽情卡，在全省各
市县广布点，打造一站式互联网新
零售体验门店。”海南百美电子商务
公司负责人林如福介绍，通过粽情
卡，游客可在线上购买，在就近体验
门店取货。

据统计，从2017年端午节后至
今年6月底，定安粽子线上销售量为
945万个，占总销量的45%。

柯敏认为，在建设立体营销网络
时，还要“营销”粽子背后的生态、文
化价值。今年，定安组织了网红直播
包粽子和“南丽湖畔 粽享人生”生态
定安之南丽湖星空露营等一系列线
下文体活动，让更多的游客体验当地
浓厚的粽文化和生态美景。

强品牌
为粽子注入“田园梦”

“在这里能体验包粽子，还可

以体验一把都市难寻的田园风
光。”近日，来自海口的游客刘阳漫
步在定安县中瑞农场的“黄阿姨”
手工粽子农庄，一股惬意的感觉油
然升起。”

“在粽子销路逐渐稳定后，一张
‘粽子+'的产业蓝图在我心中逐渐显
现。”“黄阿姨”负责人张天翼想到，可
以利用现有的“黄阿姨”粽子品牌，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周边村民
共同发展。

近两年，张天翼免费为周边的
贫困户提供猪苗、饲料以及技术指
导，等猪苗长大后进行回购，使贫困
户们有了长远发展的产业。同时，
他利用粽子农庄丰富的自然资源，
提供钓鱼、采摘果蔬、品尝农家菜等
休闲服务。

“黄阿姨”的实践并非个例。随
着粽子产业的不断升级，定安结合本
地文化和自然资源，为粽子品牌赋予
更多内涵。

柯敏表示，定安将以粽子为主
题规划粽子主题特色游览路线，配
套规划粽子主题农庄、农家乐，提供
丰富的农产品、文创产品和体验项
目。“未来，人们提起定安粽子，脑海
中除了美食，还会出现一幅美好的
田园图景。”

（本报定城7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