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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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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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898-6534597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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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海南大印保
税物流有限
公司

大印集团有
限公司

海南龙盘园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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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综合保税
区纬一路8号

海南省海口市
滨海大道文华
路鸿联商务广
场主楼A座

海南省琼海市
金海路1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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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0

36716

8276.57

74050

7437.5

20997.59

30145.08

209462.74

利息（万元）

5793.92

7600.45

1437.92

10531.15

1171.85

3341.41

2841.83

32255.67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质押

保证+质押

保证+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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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印集团有限公司、大棒集团有限公司、王棒、彭松琴

广东宇物投资有限公司、琼海大自然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泰鳌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
公司、王鹏、梁丹、王雅琪、原泉、王彩叶、王清

大棒集团有限公司、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大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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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以其保税仓储物流一期项目
未来经营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大印保税仓储物流园”
20000万元项目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40.36%股权，，第一顺位质押；大棒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40.36%股权，第一
顺位质押
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40.36%股权，第二顺位质押；大棒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40.36%股权，第二顺
位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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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万元股权质押；李勇以持有
西源公司450万元股权质押；周忠民以持有西源公司450
万元股权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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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南侧（海口综合保税区内）153788.49平方米土地及169225.92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A1、A2、A3、B、C、D栋仓库）（注：进入诉讼程序后，一审判决认定抵
押担保的建筑面积为79818.15㎡，目前我行已提起上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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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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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清单（基准日2018年10月25日）

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创新精
准扶贫模式，大力推进“互联网+消费
扶贫”的号召，由海南省扶贫工作办
公室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海网
建设运营的海南首个“互联网+消费
扶贫”公益平台——海南爱心扶贫网
已于10月16日正式上线运行。目前
平台成交总额已突破200万元。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省消费扶贫工
作和海南爱心扶贫网产品组织、在线
销售、售后服务等工作。海南爱心扶
贫网、南海网计划在全省范围征集遴
选一批优秀企业作为市县服务商和区
域合作企业，具体遴选要求如下：

一、遴选目标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

运作”的原则，首批遴选20家（每个市
县各一家）有基础、有实力、有经验、有
创新的县域服务商或区域合作企业，
为海南各市县贫困户提供消费扶贫产
品挖掘加工、分级包装、品牌营销、物
流配送、售后保障等服务，提升贫困户
应对市场的能力，促进农产品流通，形
成线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与农资
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

二、遴选原则
企业自主申报，海南爱心扶贫网、

南海网审核并实地考察择优遴选。
三、遴选条件
参与遴选的企业应当依法、合

规、诚信经营，在精准扶贫产品和服
务的创意、发掘、生产、销售、营销等
方面有实际操作经验，特别是具有生
鲜、畜禽、乡村旅游、民宿等门类产品
组织、生产、加工经验和能力；在区域
市场具有一定业务规模，拥有一定售
后服务网络；具有电商运作能力，认
同消费扶贫理念，乐于创新发展合作
共赢；愿意接受省、市、县扶贫办和海
南爱心扶贫网指导监管的企业。

（一）市县服务商报名企业需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

1.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企业；
2.有为市县级政府提供电子商务

综合服务经验。

3.公司有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经验
（贫困户产品加工销售、扶贫产业经
营、政府电商扶贫中心运营等）。

4.具有电子商务进农村、贫困户
电商培训能力。

5.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健全、
信用良好、照章纳税、没有违法记录。

（二）区域合作企业报名企业需
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企业；
2.有运营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或网

站）经验，具备以下任一条件，淘宝平
台、微店平台企业网店等级达到4钻；
开设企业京东店铺、天猫店铺；自建平
台2017年度交易额在100万元以上。

3.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健全、
信用良好、照章纳税、没有违法记录。

四、遴选程序
有意向的企业自愿向海南爱心扶

贫网提出申请，申请时请提供以下材料：

（一）市县服务商报名企业提供
以下材料

1.海南爱心扶贫网服务商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

件）；
3.3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承诺书；
4.信用中国查询企业信用记录截

图（失信行为等）；
5.2018年任意月份企业社保缴

纳证明；
6.2018年任意月份企业纳税证明；
7.企业所生产、经营、销售产品或

提供的服务与扶贫相关的证明材料
（农村贫困户务工花名册、贫困户参
与入股证明、整合农村贫困户农产品
销售证明等）。

（一）区域合作企业报名企业提
供以下材料

1.海南爱心扶贫网服务商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

印件）；
3.3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承诺

书；
4.信用中国查询企业信用记录截

图（失信行为等）；
5.2018年任意月份企业社保缴

纳证明；
6.2018年任意月份企业纳税证

明；
7.企业网店信用等级截图，企业

京东店铺、天猫店铺截图，自建平台
交易额后台截图提供任意一项（自建
平台需接受后台登录查询）。

有意向企业请将申请材料于11
月15日前送至海南爱心扶贫网（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
日报10楼）或发送至邮箱：hinews-
fp@163.com。海南爱心扶贫网、南
海网在接到企业申请后，将对申请材
料进行审核并进行实地考察，最终确
定入选服务商和合作企业。

联系人：张昌龙，电话：0898-
66810033、13807651108

海南爱心扶贫网
2018年11月6日

海南爱心扶贫网
关于遴选市县服务商、区域合作企业的公告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潘志勇）海南日报记者
11月6日从省扶贫办获悉，截至今年
10月19日，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专
项扶贫资金 29.58 亿元，累计支出
24.52亿元，支出进度为82.88%。

教育保障方面，截至10月25日，
秋季教育补贴已资助贫困户学生逾
10 万人，发放秋季资助金 1.31 亿
元。目前，各市县正在进一步核实需

要发放秋季教育补贴的贫困户学生。
医疗保障方面，截至10月29日，

全省“十三五”期间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现新农合和商业补充保险全覆
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总报销金
额2.51亿元，个人自付1959.85万元，
实际报销比例全省为93%，各市县实
际住院报销比例均在90%以上。

住房安全保障方面，截至11月2
日，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开

工1.7万多户，竣工约1.64万户，已开
工建设的房屋竣工率为96.2%。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方面，截至10
月25日，全省计划投入5.14亿元，已
支出3.56亿元，支出率为69%。

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截至10月
25日，全省计划投入17.8亿元，已支
出12.3亿元，支出率为69%。

产业扶贫方面，截至10月25日，各
市县计划投入农业产业扶贫、电商扶

贫、光伏扶贫和旅游扶贫（旅游扶贫含
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23.64亿元，已投
入18.76亿元，投入进度为79.3%。

贫困人口转移就业及教育培训
工作方面，截至10月25日，全省计划
投入培训资金5719.67万元，已投入
培训资金5157.39万元，资金支出率
90.17%。

两项制度衔接（即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和开发式的扶贫政策制度

的有效衔接）及低保兜底方面。截至
9 月 31 日，全省享受低保人员为
2.0934万户5.3271万人，1至9月建
档立卡贫困户纳入低保1853户5470
人，低保家庭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8002 户 1.8797 万人，发放低保金
7315.8 万元；门诊及住院医疗救助
4.4224万人次，发放救助金3279万
元；临时救助1027户次3503人次，
发放临时救助金342.3万元。

今年以来我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动脱贫攻坚

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达82%

省检一分院在乐东
开展消费扶贫现场认购活动

消费显担当 倾心帮老乡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曹颂光 刘佳峰）“玉兰笋我要10斤。”“野生
蜂蜜还有吗？”……11月3日上午，乐东黎族自
治县抱由镇红水村消费扶贫认购现场热闹非
凡。短短2小时内，红水村村民摆在空地上售
卖的农产品被抢购一空。据悉，为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消费扶贫活动的号召，省
检察院第一分院组织干警赴定点帮扶村红水
村开展了此次消费扶贫现场认购活动。

现场认购活动得到广大干警的支持。该院
检察长邱隽表示，组织消费扶贫现场认购活动，
不仅拉近了干警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为
村民解除了农产品销售难的后顾之忧，激发了
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消费扶贫不仅可以解决
村民种养的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满足了我们
对新鲜、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该院装备技术处
处长颜旭文说。

据统计，现场认购活动当日，省检察院第一
分院干警共认购黑山羊328斤、五脚猪37斤、黑
凤鸡9只、绿壳鸡蛋1645个、野生蜂蜜47斤、火
龙果102斤、竹笋156斤、芭蕉86斤，总消费金
额3万余元，以实际行动帮助红水村贫困村民
增收脱贫。

脱贫攻坚日志

进村入户
排查危房改造问题

五指山市番阳镇脱贫攻坚战斗大队大队
长 孙子斌

11月1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我到番阳镇番阳村开示村民小组检

查指导危房改造工作，带领番阳镇规划、番阳村脱
贫攻坚中队工作人员深入贫困户刘少荣家中，发
现他家危房改造在建房屋的楼梯等存在质量问
题，要求镇规划所处理，加快进行整改。

同时，我们在查看建设合同协议时发现，刘
少荣与包工头签订的建房协议及包工头提供的
工程款收据存在问题，要求番阳村脱贫攻坚中队
帮助刘少荣修改协议，与包工头重新签订建房协
议。针对工程款收据没有收款人签名、盖章的问
题，我已要求包工头重写一份工程款收据。

自掏腰包
帮贫困户买沙建房

陈运化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荷口村脱
贫攻坚战斗中队中队长

10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在镇里参加班子会议，会议安排

的任务很重，主要目标是加快危房改造的进度。
开完会，我组织人员去文且村民小组推进

危房改造进度。目前，文且村民小组在危房改造
中尚未有一户达到入住标准，我们以点带面，重点
帮助有条件的贫困户进行墙体抹灰。我们协调相
关人员运沙、运水泥，督促施工队加快施工。我自
掏腰包500元给一户贫困户购买建房用的沙子，以
确保该户在今天晚上之前完成墙体抹灰。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儋州红鱼热销
贫困户喜脱贫

11月6日，在儋州市白马井镇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员工们正
忙着晾晒红鱼干。这种红鱼干在市
场上俏销。

近年来，白马井镇大力发展红
鱼深加工产业，并采取“龙头企业+
贫困户”模式，帮扶贫困村民增收脱
贫。去年白马井镇共有34户贫困
户入股该公司，领取分红，已成功脱
贫。此外，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
还为贫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
他们的务工收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黄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