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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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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遴选拍卖公司的公告
我司在老城现有工业土地拟通过竞拍形式招租，现诚邀

有资质、实力及经验的拍卖公司凭营业执照(原件查验，复印

件盖章留存)等证件前来报名。报名时间2018年7月27日下

午5点30分截止。

联系人：孔小姐

联系电话：66810307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18楼

一、招标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人：海南日报社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
经营管理职工餐厅，全年营业（法定节日期间由海南日报社

后勤保障中心根据生产需要安排）。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
者三证合一复印件，事业单位需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近一年内任意三
个月的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一个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近一年内
任意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记录复印件）；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且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
（提供声明函）；5、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
件）；6、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并缴纳投标保证金。

四、报名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8月1日（节假日除外）持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介绍信向招标代理机构报名。
五、开标时间、地点
开标时间：2018年8月15日上午09 ：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海口市蓝天路名门广场北区B座1-5号3002。
六、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成小姐，电话：0898-68500660，传

真：0898-68500661
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5日

海南日报社职工餐厅承包招标公告

海南悦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洪劲松（保证人）、福建省泉联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

借款人海南悦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08日与黄万江签
订《借款合同》（编号：H-HNYX20141208），向黄万江借款人民币
2000万元；于2014年11月24日与黄万江签订《借款合同》（编号：H-
HNYX20141124），向黄万江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人洪劲松、

福建省泉联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与黄万江分别签订《担保合同》（编号分
别为：H-HNYX20141208DB-1、H-HNYX20141124DB-1），为上
述借款本息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该借款截止本通知书发出之日仍
未归还借款本金，利息自2015年3月起停止支付。

2018年6月23日，黄万江与王清云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编号：
H-Z-HNYX20171029-转-1），黄万江将其对借款人享有的债权
2000万元和1000万元中的9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相应利息债权转
让给王清云。上述转让的债权自2018年6月23日起由王清云作为
债权人享有并行使，请借款人和保证人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向王清
云履行相应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通知方：黄万江、王清云
2018年6月30日

关于黄万江将对海南悦信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
债权转让给王清云的

拍卖公告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1、五月花号游艇一艘，起拍价：4,282,784元；2、哈工体号交
通艇一艘，起拍价：402,975元；3、宝来轿车一辆，起拍价37,528元。

拍卖时间：2018年8月1日上午10时。
拍卖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80号5楼。
展样时间及地点：7月26-31日（周六日除外），标的所在地。
竞买登记时间：发布公告之日起至7月31日15时止。
竞买登记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80号5楼。
竞买须知：欲竞买者须在看样后，携带相关自然人身份或法

人机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后，方可参加竞买，注：1号标的竞买保证金40万，2号标的竞买保
证金10万，3号标的竞买保证金1万元。

咨询电话：0451-82309564、1394569285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01执399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高晓东与被执行人梁振发、叶强、陈秀玉、
张海、符史文、王秋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琼01
执399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被执行人叶强、符
史文名下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中衡大厦第一层东侧部分及第
二、三层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子第
HJ007488号，面积3034.4平方米)。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公 告
李景欣女士：

我司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原拟于2018年8月5日9:30
分召开临时股东会，现该临时股东会决定延期到2018年8月19
日9:30分召开，地点等其他内容不变。会议召开地点还是：海口
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21号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会议中心一
楼的阿拉斯加会议室；会议的主要议程不变还是：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解除未缴纳公司注册资本金李景欣的股东资格。临时股东
会召集人何云晖已短信、公证寄送等方式通知，请你依时参加此
次会议，不出席、也不委托他人出席参加会议的，视为放弃参加
本次会议的一切权利，不影响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召开和有
关事项的表决。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5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经2018年7月16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具体实施
办法公告如下：

一、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1,326,419,587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

二、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31日
2.除 息 日：2018年8月1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8年7月31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
1.法人股东凭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人授权书（注明股利转账的股
东开户行及账号）、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权证，到公司董事
会秘书处办理股利转账手续。

2.自然人股东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委托
办理还需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股权证、股东本人的中国银行有效账号，到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股利转账手续。公司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自然人股
东实际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0元。

3.已办理《派发股利委托书》的股东，公
司将股利直接划入股东指定的账户，请股东

注意查收。
4.股利派发时间：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8年10月31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
11:30，下午2:00-4:00）,节假日除外。逾期
未办理的，留存下年度派发股利时一起领取。

五、咨询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华能海南大厦附楼102

室（金贸西路与丘海大道交界处）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 真：0898-68520728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6日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P02)

(H04)微信还信用卡要收费了 送你一份信用卡免费还款指南

围绕2900点拉锯 低位补涨成主旋律

上半年海南金融业增加值达178亿元同比增15%
新增信贷193.7亿元 直接融资112.8亿元 保费收入98.09亿元 (P01)

海湾花园（S5地块）设计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海湾花园（S5地块）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核心滨海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新港片区》1401-1地块范围。项目于2016年11月
经我委批建，规划许可证号：460100201600198，批建3栋地上16-26
层、地下2层的商住楼。现建设单位根据消防要求，对设计方案进行调
整。经审查，调整方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8年7月26日至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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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26日

胡津安个人住宅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胡津安个人住宅项目位于海口市山内村晋江变电站北侧，属2003

年批复《千家村低层住宅修建性详细规划》范围，于2003年批复。项目
拟建1栋地上3层的私人住宅。送审方案的建筑布局、层数、户型、建
筑面积符合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与修规基本一致，依据总图西侧
退用地红线距离0.20米，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26日至
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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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26日

海口松之光酒店项目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山慧实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松之光酒店项目位于海口市

白龙南路39号，土地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03）第009031号，土地分
摊使用权面积1430平方米。现建设单位拟建1幢地上10层、地下2层
酒店，建筑面积 6252.05 平方米（其中地上 4415.05 平方米，地下
1837.00平方米）。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将
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26日至
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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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26日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晴 王宇）一条声称“朋
友”换手机号的短信，或是一个带着
熟悉声音的陌生来电，往往会让人
放松警惕。记者近日从省反电信
诈骗中心获悉，近期冒充熟人类电
信诈骗案件呈多发趋势，已有多人
被骗。

近日，海口市民小冯用手机登录
QQ时，收到一个好友验证申请，对方
自称是其“干爹”唐某，小冯没有多想
就添加了对方。“唐某”称现在国外，需

要将钱转给旅行社购买回国的机票，
但旅行社支付状态饱和无法收款，只
能先将钱转给小冯，再由小冯帮其付
款，小冯答应了对方。

没过多久，对方通过QQ发来一
张转账截图，上面有唐某的开户信
息，显示已经向小冯的账户转款3万
元，对方称跨国转账6个小时后才能
到账，由于着急买票，让小冯先帮其
垫付机票钱。小冯便通过支付宝向

“干爹”提供的银行账号转了 3 万
元。之后，小冯左等右等却没见到3

万元到账，这才想起来向“干爹”唐
某打电话，求证后对方表示自己并
不知道此事，小冯这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了。

同样遭遇冒充熟人诈骗的还有海
口市民陈先生。近日，陈先生接到一
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有过生意往
来的吴某，由于对方的声音很像吴某，
陈先生便以为是吴某换了新的手机
号。随后，对方请陈先生第二天到其
公司谈事情。

第二天早上，“吴某”来电称其公

司有领导正在检查，让陈先生先不要
来公司，具体时间再通知。不久后，

“吴某”再次来电，称现在需要用钱，让
陈先生存1万元到其银行卡上，等陈
先生到其公司后就还钱。陈先生没有
多想，便向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转去
1万元。

紧接着，对方又一次打来电话，称
1万元不够，需要陈先生再帮忙存2万
元到其银行卡，陈先生再次前往银行
将钱存入对方银行卡。几分钟后，对
方再次来电，称还需要3万元才能把

事情摆平，这时陈先生才感觉到不对
劲，便立即拨打原来存在手机里吴某
的电话，然而吴某表示并没有让其转
钱给自己，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了。

“近期冒充熟人诈骗的案件几乎
天天都有。”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
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要筑牢自己
的心理防线，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
话和手机短信，有人让你转钱，一定要
先核实对方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
人，避免上当受骗。

熟人借钱？老套路又骗了不少人
省反诈中心发布预警提示：筑牢心理防线，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

白沙3家单位违反
会议纪律被通报批评

本报牙叉7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日前，
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县监委印发《关于白沙黎族
自治县渔业局、南开乡政府、元门乡政府违反会议
纪律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对3家单位
违反会议纪律的情况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通报》介绍，2018年7月4日下午，白沙召开
2018年全县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会议，按要求，
县委各部门、县直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长
及分管领导、部分企业法人代表参加，但南开乡政
府、县渔业局未按要求安排相关人员到场参会，元
门乡政府虽然安排人员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多
次被点名询问是否有人员到场，其参会人员皆无
应答。为严肃纪律、整顿会风、促进干部工作作风
转变，确保政令畅通，经白沙县纪委县监委研究，
决定对白沙渔业局、南开乡政府、元门乡政府对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重视不够、作风不严不实
和无视会议纪律的问题在全县通报批评，并由白
沙县纪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谈话提醒。

《通报》强调，白沙各乡镇、各部门要引以为
戒、吸取教训，严格会风会纪，强化会议纪律。今
后白沙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如确因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会议，必须提前请假或作出说明，坚决杜绝
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保亭启动“我用双手
挣路费”爱心助学活动

本报保城7月25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蔡
光晟）为共同关注、关心、关爱贫困大学生和今年
参加高考的准大学生，帮助贫困学子顺利走上大
学路，助力精准扶贫，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启动了“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动。

此次活动是共青团保亭县委为贫困大学生提
供爱心实习岗位，帮助他们解决上大学的路费而
举办的。

23日上午，在活动现场，准大学生陈莹准备提
交“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动的申请表。“我是
通过网上得知有这个活动，感觉很有意义的，可以用
自己双手挣钱，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陈莹说。

据介绍，“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动是通
过向保亭贫困大学生和高三毕业的品学兼优准大
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家庭的学生提供爱
心实习岗位，帮助他们解决上大学路费问题。目
前，保亭已有5家单位提供共计31个爱心岗位。

“学生可以来团保亭县委办公室领取报名表，
根据申请表填写相关信息，我们会组织专人审核
相关信息。”现场工作人员陈明硕说。

审核完学生的信息后，团县委将根据岗位实
际需求与工作地点，合理安排学生到单位实习。
实习结束后，实习单位会为每名实习生提供1280
元至2000元不等的上大学路费。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孙茹）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琼山消防大队了解到，放暑假以
来，琼山消防大队已接到多起儿童
被卡防盗网事故，有的家长为了救
孩子，自己爬到悬空的防盗网上，差
点酿成悲剧。

7月 24日 16 时 31 分，海口市
119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琼山
区顺民街海发大厦旁一群租楼三楼
有一名3岁半的男童被卡防盗网，随
时有掉下去的危险，请求救援。指挥
中心立即调派琼山中队出动1辆抢
险救援消防车、1辆云梯消防车及8
名战斗员迅速赶赴现场。

16时38分，琼山中队到达现场
时发现，一名男童被卡在防盗网两
铁架之间，小孩手紧紧抓住铁架，孩

子奶奶已爬到防盗网上托着男童，
防止男童掉落，此时已筋疲力尽，二
人都处于危险当中，楼下围观群众
较多。

见此情况，中队指挥员下令战斗
员携带液压剪和扩张器等破拆工具，
进入室内从阳台进行施救。在把男
童奶奶从窗台扶下来后，战斗员集中
精力解救男童。一名战斗员利用液
压剪将防盗网实心钢结构材料剪断，
利用扩张器将防盗网扩张开来，同时
另外一名战斗员将男童托住。16时
50分，男童被成功救出。

7月4日，在琼山中学初中部教
职工宿舍楼，有一名4岁左右的男童
头部卡在了6楼防盗网内，身体吊在
窗外，消防队员经过10多分钟的紧
急救援，男童成功获救。

“身边突然有人晕倒，该如何进
行正确的急救？”“有人突发心肌梗
塞该采取什么措施？”7月25日上
午，三亚市吉阳区联合省红十字会、
海南医学院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班，
三亚城管、园林、环卫、教育等部门
共40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本次应急救护培训以“提高应
急技能、保障生命安全”为主题。培
训为期4天，培训班主讲师资团队
有15人，由省红十字会、海南医学
院共同选派人员组成。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知识讲解和技
能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应急

救护培训讲师深入浅出地为学员们讲
解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步骤、气道梗塞
抢救法、止血包扎方法以及骨折的处
理方法等。同时，现场还通过分组实
操等方式，加强对学员应急救护培训。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3岁男童被卡防盗网
身体悬空

此类事故频发，家长需增强安全意识

让急救“救”在身边
家长千万不要让小孩独自呆在家中，

平日照看孩子一定要多加留意，尽量不要
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家中的窗户旁边
不要放有孩子可攀爬的桌子、凳子等家
具。对于家中有幼童的，窗户要保持关闭，
或只开一定的宽度，确保孩子不能爬出去，
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也应该落实到位。

消防人员提醒

当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