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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经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
公司完成了公司化改制，于2018年12月24日在海口保税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将公司改
制变更事宜公告如下：

一、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
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公司名称由“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变更为“海
口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从2018年12月24日起，原公司“海
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的经营业务由海口市环境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经营。

三、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8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四、公司经营范围以公司改制后的工商变更登记信息为

准。
五、改制及更名后，公司原有业务、资产、资质、合同、债权

和债务均由改制后公司承继，出资人、法定代表人均不变。
因公司改制更名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一贯的

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和您保持愉快的合作关系，并
希望继续得到您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公告

海口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公司改制更名公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解决中兴光猫F460型号和F660型号，原软件版
本：V6.0.0P11T3h、V6.0.0P11T4hi、V6.0.0P11T5hi无法支
持自动上报告警消息给itms，完成自动智能修障的问题，我
公司将于2018年12月29日0：00－2018年12月31日7：

00 对海口市金盘营业部地区的中兴光猫软件版本升到
V6.0.0P11T6hi进行试点升级。终端升级将影响用户3分
钟左右的业务使用。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解决中兴光猫F460型号和F660型号，原软件版本：
V6.0.0P11T3h、V6.0.0P11T4hi、V6.0.0P11T5hi无法支持自动上
报告警消息给itms，完成自动智能修障的问题，我公司将于2019
年1月2日0：00－2019年1月15日00：00对以下市县的中兴光
猫进行软件版本升到V6.0.0P11T6hi，具体时间如下：

一、2019年1月2日0：00开始：文昌市、定安县、屯昌县。
二、2019年1月4日0：00开始：琼海市、万宁市。

三、2019年1月7日0：00开始：澄迈县、临高市、儋州市、白沙
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

四、2019年1月9日0：00开始：乐东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五、2019年1月11日0：00开始：三亚市
六、2019年1月14日0：00开始：海口市。
以上终端升级将影响用户3分钟左右的业务使用。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委会土地
33246.54平方米国有农业观光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琼山
籍国用2004字第02-00001号）。参考价：911.32万元，竞买保
证金150万元。现将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2019年1月15日10：00；二、拍卖地点：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三、标的
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月14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四、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以2019年1月13日17:00前到账为准；五、收取竞买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
行；银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六、缴款用途须填明：
（2018）龙拍委字第1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七、特别说
明：1、标的土地原登记面积为33246.57平方米，现已分割成多块
（①、该地块南侧有2631.34平方米已被绕城高速征用，并已发放
了征地补偿金；②、该地块被绕城高速路隔开，其南侧仍有
402.25平方米；③、该地块北侧的道路占用了607.27平方米；④、
该道路北侧与海南中置实业有限公司地块之间仍有457.69平方
米；⑤、该地块北侧有87.99平方米与海南中置实业有限公司土
地使用权重叠）。2、标的按现状拍卖，最终土地使用面积以国土
部门办理、核发的土地证为准，无论最终办证面积是多少，总成
交价不变。3、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瑞宏大厦A2座1003
房。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53060、13005084060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immarket.com/

拍 卖 公 告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0108期）

定于2019年 01月 08 日10时在海口市文华路君华海逸酒店二
楼贵宾厅现状拍卖下列资产：01.万宁市万州大道西侧建筑面积
3915.58m2的商住房产，土地面积821.91m2。独栋房产，正在经营，
1-5层为KTV歌厅，六层健身厅。参考价3800万元，竞买保证金
500万元。02.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三西路悦华嘉园2号楼、9号楼一、
二层合计1396.18m2的商铺资产，标的已分割为不同户型的13个权
证，参考价199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200万元。上述资产过户税
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可按揭支付。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6时止，详情请关注“京海拍卖”公众号。

拍卖人：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 话：18889184678 18889289611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于2018年12月26
日 09：00—18：00 已 对 中 兴 4K 机 顶 盒（型 号 为
B860AV1.1-T2）进行版本升级，不影响电信电视观看。
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
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2

月28日00:00-06:00对南海云平台专线接入防火墙

进行升级优化，在升级过程中，预计影响南海云客户专

线业务大约20分钟。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68722222（或者拨打10000后再按“9”）进行

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公告
由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南现代美居

生活物流园（二期）住宅6#、8#楼和住宅底商10#、11#楼现达
到交付使用条件，请广大业主按我司交房通知书要求携带相
关资料，于2019年1月4日-1月11日(9：00-17：30)前往海
口市龙华区山高南路与创美路交汇处现代美居9#楼负一层
物业收楼接待点（喜盈门营销中心负一层）办理房屋交接手
续。收楼咨询电话：0898-36606996、66831133。

特此公告，恭候亲临！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一楼学生食堂和二楼教工餐厅（含男生分餐点）委托经营管理项目，现向社会进行公开
招标，欢迎符合资质的餐饮企业参与投标。

食堂位于校园北区,一楼设有中餐、地方风味小食窗口、水吧、开水间,二楼教工餐厅设有中餐,合计建筑面积约5700
平方米，0租金等待经营。投标人要求必须是在国内合法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餐饮企业,必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以
及根据各级岗位需要合理配备相关从业人员，主要管理人员应具有饮食行业经营管理经验，熟悉高校饮食工作规律和特
点的招标时予以优先考虑。

报名时间：2018年12月28日上午8:10-11:40，下午14:15-17:15。
报名地点：桂林洋校区行政楼校长办公室秘书科（行政楼308室）
联系人：颜老师，电话：65731008。

琼台师范学院
2018年12月27日

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食堂招标公告

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扶贫展销会
时间地点：2019年1月23－27日名门
广场举办。主办单位：海南省总工会、海
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商业总会，参展
电话：65396888 邮箱：zgcicc@126.com

本公司，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6200251612，住所位于中国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

号海航大厦），作为抵押人，于2017年12月19日与国家开发银

行，作为抵押权人，签署了《国家开发银行外汇贷款抵押合同》，并

于2018年12月25日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国家开发银行外汇

贷款抵押合同之变更协议》，以国家开发银行为抵押权人设立了

第一顺位抵押权，用于担保1510201701100000830号《国家开发

银行外汇贷款合同》、1510201701100000831号《国家开发银行

外汇贷款合同》、《1510201701100000830号国家开发银行外汇

贷款合同之变更协议》和《1510201701100000831号国家开发

银行外汇贷款合同之变更协议》项下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和国家开发银行为实现上述

各贷款合同和贷款合同之变更协议项下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和

抵押合同之变更协议下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管

费、评估费、拍卖费等)，抵押标的为一台本公司所有的型号为

GENX-1B74/75/P2、出厂序列号为956722的民用航空器发动

机。目前该抵押标的未安装于任何飞机上，且不存在任何在先担保

权。无论该发动机今后安装于任何飞机上，上述抵押权均为第一顺位。

本公司保证上述信息真实有效，用于抵押的发动机没有《物

权法》规定禁止抵押的情形。

特此公告

公 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5日

新华社首尔12月26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据韩国统一部 26 日
确认，韩国和朝鲜当天上午 10 时
（北京时间9时）左右在位于朝鲜开
城市的板门站举行京义线和东海线
铁路及公路连接工程动工仪式。

据韩国统一部稍早时候发布的
消息，动工仪式包括韩朝代表致辞、
签名仪式、轨道对接、揭牌仪式、合
影留念等环节。包括韩国统一部长
官赵明均、韩国国土交通部长官金
贤美、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
员长李善权在内的韩朝各约100名
官员和相关人士出席仪式。

当天早 6时 45分许，参加动工

仪式的韩方代表团成员乘特别列车
从首尔站出发，于当地时间 9时许
抵达开城市板门站。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24日表示，
这次动工仪式显示出韩朝为铁路和
公路连接及现代化升级事业积极合
作的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仪式结
束后，韩国政府将进一步进行精密
考察和设计、制定工程计划等，但工
程实施会视半岛无核化进展和国际
社会涉朝制裁情况推进。

京义线建于20世纪初，南起韩
国首尔，北至朝鲜新义州。东海线
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连接朝
鲜半岛东部沿海各城市。朝鲜战

争爆发后，韩朝铁路交通中断。双
方 2000 年 7 月和 2002 年 4 月分别
就重新连接这两条铁路线达成协
议，并于 2002 年 9 月启动连接工
程。2007年 5月，京义线和东海线
铁路开始试运行。但此后，随着韩
朝关系恶化，双方之间的铁路交通
再度中断。

今年4月，韩朝签署《板门店宣
言》，其中就对接并升级改造跨境铁
路与公路达成一致。韩朝今年8月
对连接首尔与新义州的京义线公路
进行了联合考察，11月30日至12月
17日对朝鲜半岛东西部跨境铁路朝
方路段进行联合考察。

韩朝举行铁路公路连接动工仪式

日本26日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定于明年7月在日本领海和专属
经济区恢复商业捕鲸。这是日本时隔大约30年恢复这类捕鲸活动，招致反
对捕鲸的国家和机构批评。

日本宣布“退群”恢复商业捕鲸

“无法共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在
记者会上宣布退出决定，说定于今年
结束以前正式通知委员会，意味着日
本明年6月30日将终止成员资格。

围绕退出原因，菅义伟说，“意见相
左的成员不可能在委员会求得共处”，
今年在巴西召开的会议“已揭示这一事
实”。他说，委员会部分成员仅关注鲸
鱼保护，拒绝准予合理利用这类资源。

日本认为国际捕鲸委员会须承担
保护和利用的“双重职责”，以小须鲸
等鲸鱼种群“相对充足”为由，游说委
员会准予商业捕捞，遭欧洲联盟、美国
和澳大利亚等成员反对。

国际捕鲸委员会9月在巴西召开
年度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否决日方
恢复商业捕鲸、简化机构决策规则等
提案。日方随后以成员就捕鲸议题存
在“严重分歧”为由，多次威胁“退群”。

自民党等保守政党成员支持商业捕
鲸，以“保护传统”为由在国际政坛显现
强硬姿态，目的是迎合部分保守派选民。

多方批评

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
约方。共同社报道，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几乎没有退出
国际组织的先例，“退群”举措“极其
罕见”，恐招致反对捕鲸的国家和机
构批评。

澳大利亚政府26日对日本政府
“退群”、恢复商业捕鲸表示“极为失
望”。澳外交部和环境部当天在一份
联合声明中说，日本退出决定令人“遗
憾”，同时乐见日本明年夏季起“不再
染指”环南极洲海域受委员会保护的
鲸鱼种群。

日本绿色和平组织负责人萨姆·
安斯利抨击日本“退群”，认为这一决
定“与国际社会步调不一致”，“更不用
说承担守护海洋生态、保护这些美丽
生物的职责”。

菅义伟说，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
员会后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一机构
的事务，捕鲸数量不会超过委员会规
定。 赵曼君（新华社专特稿）

摆脱限制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退
出委员会以后，“商业捕鲸将限制在领
海和专属经济区。我们不会在南极海
域、南半球（其他）海域捕鲸。”

日本“退群”后将不能再以“科学
研究”为名在南极捕鲸，但有权对活跃
在日本领海的种群“下手”。

国际捕鲸委员会1948年依照《国
际捕鲸公约》设立，旨在保护这类海洋
哺乳动物、规范捕捞。日本1951年加
入委员会，1986年遵循当年通过的
《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停止商业捕鲸。

日本次年利用公约漏洞，以科研
名义在南极洲附近海域捕鲸，所获鲸
鱼肉“现身”日本水产市场。国际海洋
生物保护团体指认日本以“科研”之
名，行“商业”之实，每年猎杀数以百计
鲸鱼。

联合国国际法院2014年裁定，日
本科研机构在南大洋捕鲸违反《国际
捕鲸公约》，责令停止捕鲸。然而，日
本第二年恢复“科研捕鲸”。 这是在日本钏路拍摄的被捕鲸鱼照片。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5日电（记者李奥）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5日表示，俄方扩大了对乌克
兰个人和法人的制裁名单。

梅德韦杰夫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方扩
大了针对乌克兰个人和法人的特别经济措施名
单，他已签署相关行政令，此举旨在保护俄罗斯以
及俄公司与公民的利益。

据俄罗斯政府网站25日公布的行政令，制裁
名单上增加了200多个乌克兰个人和法人。行政
令自公布当天起生效。

据报道，近年来，乌克兰通过多项法令对俄罗
斯个人和法人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俄总理梅德韦
杰夫今年11月初签署政府令，从即日起对乌克兰
322名个人和68个法人实施特别经济措施，冻结
其在俄财产和账户。

俄扩大对乌克兰制裁名单

新华社大马士革12月25日电 叙利亚国家
电视台25日报道说，以色列当晚对叙利亚发动导
弹袭击，造成一处弹药库受损，3名士兵受伤。

报道援引叙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战
机25日晚从黎巴嫩领空向叙利亚持续发动导弹袭
击，叙防空系统在首都大马士革以西地区上空拦截
并击落了其中大部分导弹。当天晚上，新华社记者
在大马士革接连听到巨大爆炸声，城市以西地区不
断升起防空导弹，整个过程持续约一个小时。

以色列对叙发动导弹袭击

韩国有关机构26日说，作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措施
的一部分，将从明年1月1日起提高男性陪产假待遇。

据韩联社报道，依照新规，父亲在3个月带薪
陪产假期间，每个月可享受最高250万韩元（约合
1.53万元人民币）的待遇，先前这一数字为200万
韩元（1.22万元人民币）。

韩国人口出生率长期低迷。近年来，为鼓励
生育，韩国政府鼓励男性休陪产假。事实上，的确
有越来越多男性请陪产假，但数量仍明显少于休
产假女性数量。为鼓励生育，韩国政府计划从明
年1月25日起，凡是有6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每个
孩子补贴10万韩元（613元人民币）。其他鼓励
政策也在酝酿中。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对抗低出生率

韩国提高陪产假待遇

在朝鲜开城市板门站，韩国和朝鲜代表团成员出席动工仪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