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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高速路口西侧国
扬村地块规划条件论证技术报告》批前公示

我局委托海南华都城市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海口市龙华区
龙泉镇高速路口西侧国扬村地块规划条件论证技术报告》于2017
年9月13日组织召开的专家评审会获原则通过。论证技术报告已
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现拟上报区政府审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如
对该方案有意见或建议，请于公示期内反馈，否则，视为无异议。

一、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1）
二、公示网址：海口市龙华区政府网站

（http://www.hklhq.gov.cn）
三、公示地址：龙泉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及项目现场
四、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一）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hghjs@163.com（龙华区住建局）
（二）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龙昆北路19号1#楼509房海

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政编码：570125）
五、咨询电话：66568675 联系人：王海波 梁晶晶

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月29日

本次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将同时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如需了
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描述、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
等详情，请阅读刊载于网站www.coamc.com.cn上的交易公开竞
争性出售邀请函全文。本次资产处置采取公开竞价方式。欲参加
本次公开竞价资产转让的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
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得为下
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
与本次交易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相关国有企业债务人

及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
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该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2月
21日。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92、
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
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2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
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
6671928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
68563046。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1月31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四川省润洲商贸有限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89,999,999.72元

利息
52,261,357.43元

费用
701,297.00元

担保情况
土地抵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公开竞
争性处置四川省润洲商贸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的公告

交易编号：[COAMCHN20190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以下金融不良资产（“本交易”）。

本交易拟采用密封递交公开竞争性报价的方式。本交易所涵盖的债权资产涉及1户借款人，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一、采购项目名称、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及合同履行日期；
项目名称：县级2489.72吨储备粮；项目编号：HNXB-2019-002；采
购需求：2489.72吨散装中晚籼稻谷；合同履行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30天内。二、开标时间：2019年01月30日 09时30分。三、定标
时间：2019年01月30日 11时30分。四、采购公告时间：2019年01
月10日。五、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六、采购预算：7718132.00元。
七、中标信息：中标供应商：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海南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东路；中标金额：7668337.60元。八、
专家名单：云雨、柯景清、吉文军、钟飞雄、何晓艳。九、采购人、代理
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采 购 人：陵水黎族自治县粮食储备公司；联
系 人：覃先生；电 话：0898-83087304；代理单位:：海南旭博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联 系 人：符先生；电 话：0898-65359621

2019年01月31日

县级2489.72吨储备粮中标公告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04-1地块规
划修改论证报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委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1日）。
2、公示途径：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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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L-04-1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31日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徐立人保证合同纠纷贰个案件，执行依据为（2017）琼0105民初8762、
8763号民事判决书，其中（2018）琼0105执1801号案件的执行标的金
额为634291.9元（含本金363878.09元、公告费2860元、诉讼费7070
元、保全费2724元、执行费8656元、违约金248165.41元，违约金计算
至2018年8月22日，迟延履行利息另计），（2018）琼0105执1802号案
件的执行标的金额为706958.58元（含本金388296.28元、公告费2860
元、诉讼费7650元、保全费2834元、执行费9376元、违约金274913.77
元，违约金计算至2018年8月22日，迟延履行利息另计）。（2017）琼
0105民初8762、8763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被执行人徐立
人均未主动履行上述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平安普
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
程中，现本院拟评估、拍卖（2018）琼0105执1801、1802号案件中的涉
案抵押物，即被执行人徐立人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沿江五路
北侧A1商住楼602房（证号：HK174368）和A2商住楼902房（证号：
HK174369）。对该贰套房产的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立案庭提交书面异议并提供异议相关的证据材料（仅是对生
效裁判文书有异议的，请依法进行申诉），如届时无人向本院提出异议，
本院将对该贰套房产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1801、1802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司于2015年6月接收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材料供应站危货
车队的车辆实行挂靠经营，车辆产权均属责任经营者本人，与我司
无任何产权关系。现由于部分车辆《机动车行驶证》年审逾期，且
逾期超180日，并已被海南省道路运输局依法注销《道路运输

证》。该部分车辆已不具有危险品道路运输资质，请车辆产权所有
人尽快到我司办理相关手续。为了维护我司及客户的合法权益，
自公告之日起，以下车辆如有违规、违法经营及产生的一切不良后
果均与我司无关，责任由车辆产权所有者全权负责。特此公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琼C53270
琼C52145
琼C52462
琼C52416
琼C53005
琼C52993
琼C53016
琼C52986
琼C53556
琼C53268
琼C5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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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C53279
琼C53323
琼C53399
琼C53272

琼C53378（黄）
琼C53356
琼C53728
琼C54295
琼C53252
琼C53789
琼C5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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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C55050
琼C55381
琼C52641
琼C55563
琼C54089
琼C54573
琼C52981
琼C54499
琼C53523
琼C56099
琼C53029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危险品车辆注销公告

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0日

年审逾期注销车辆一览表（截止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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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C54235
琼C55539
琼C52991
琼C54920
琼C53081
琼C55011
琼C54285
琼C54253
琼C54540
琼C52843
琼C5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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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C53306
琼C53935
琼C55206
琼C52871
琼C54756
琼C52108
琼C52199
琼C52605
琼C52709
琼C55292
琼C5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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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C52286
琼C52260
琼C54940
琼C55669
琼C53153
琼C55385
琼C54239
琼C54380
琼C5229挂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序号 车牌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321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3211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3月4日10时至2019年3月5日10时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金盘路
23号金盘广场1幢 17A房，起拍价:1064000元，竞买保证金:
20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2月18日起至2019年2月22日16时止
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3月4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春节期间营业时间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结

合我社实际情况，现将我社春节期间网点营业时间安排通告如下：
一、储蓄业务：2月4日（除夕）上午8:00至下午14：00。2月

5日（初一）至2月7日（初三）上午9:00至下午16:30。2月8日
（初四）起正常营业。

二、对公业务：2月4日至10日放假调休，共7天。2月2日
（星期六）、2月3日（星期日）上班。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祝您节日愉快！节
日期间如有疑问，请拨打唯一客服热线：96588。

特此公告。
2019年1月31日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55分 印完：5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定安推出文丛《岁月流金》

本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近日，反
映定安史话遗韵、风物人情的文丛《岁月流金》由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了解，该文丛由定安县委宣传部策划，定
安籍女作家王姹主编，文丛分小说卷、散文卷和
诗歌故事卷3卷本，总共约60万字，收录了124
位作者的185篇优秀作品。书中作者生活在定
安这片热土上，用生动的文字描绘了身边的风物
和人情，记下了家乡的昨天和今天，留下了抹不
去的定安印记。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经过3天
的激烈角逐，2018中国全明星少儿
模特冠军赛全国总决赛于1月27日
在海口演丰枷椗山演艺大厅落幕，各
大奖项逐一揭晓，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职业模特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本次全国总决赛分幼儿
组（3岁至6岁）、少儿组（7岁至12

岁）和少年组（13岁至16岁）3个组
别，比赛内容分个性装、晚礼服、亲子
秀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选手在
阳光明媚的海南岛上尽情展示了自
己的时尚风采。

经过来自全国多地的专业评委
现场打分，幼儿组、少儿组和少年组各
评出冠军1名、亚军2名、季军3名。

评出最受关注T台之星3名，由李昊
哲、张明月、王诺获得。此外，还评出
时尚辣妈奖、时尚酷爸奖、最佳穿搭小
达人奖、最佳上镜小麻豆奖、最佳秀场
小绅士奖、最佳秀场小淑女奖等奖
项。获得最佳网络人气奖的王诺、刘
昱辰、张曼琪3位选手，还同时获得
2019丝绸之路国际时装周通行证。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钟南）2019中国少数民
族迎春大联欢日前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举行，海南歌舞节目《黎族
彩环舞》在晚会上精彩亮相，让来自
各地的观众感受到了海南民族文化
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晚会围绕“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汇聚18
个展示全国多个少数民族文化风采的
节目，来自海南、广西、青海等省、区、
市的30多个民族的数百名演员参演，
节目类型涵盖舞蹈、歌唱、情景剧等多
种形式，展示了各地民族风情和文化
艺术成就。

在过去，黎族姑娘有年长一岁就

添加一对耳环的习俗，耳环越长寓
意人越高寿。《黎族彩环舞》正是以该
风俗为创作背景，由我省黎族青年歌
手梁伟琪和帅翰超作词，周毅作曲，
梁文蕙、陈璐和吴文婕担当节目编
导，歌曲由梁伟琪演唱，舞蹈由海口
市舞协青年舞团担纲演出。此次演
出的节目融合了多种黎族文化元素

以及现代广场舞的形式，展示了黎族
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节目中，
舞蹈演员身着黎族特色服饰，佩戴黎
族特色耳环，在黎族传统乐器伴奏下
轻盈起舞，生动地再现了黎族人民的
生活情景。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场晚
会将于2月 7日起在北京、天津、重

庆等直辖市电视台和省会城市、自
治区首府城市等共 30 家电视台及
网络媒体陆续播出。

本场晚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文化宣传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事
务委员会指导，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
术促进会、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
会主办。

2019中国少数民族迎春大联欢银川举行

海南节目《黎族彩环舞》精彩亮相

本报三亚1月30日电（记者林
诗婷）春节将至，三亚系列新颖旅游
产品登台亮相，其中三亚亚特兰蒂斯
水世界嘉年华日前开幕，3D立体水
舞台驻场秀《C秀》首次亮相，尽展科
技与艺术融合带来的视听魅力。

据介绍，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春节
前进行了全新升级，新增水上项目冲
浪少年，并在原有火舞、对手舞、水杯
舞、美人鱼等表演基础上新增水鼓

舞、桑巴舞等多项园区大游行项目，
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提升了国内外
游客的旅游体验。

由复星泛秀演艺打造的大型原
创驻场秀《C秀》，是一场联动水陆空
的大型水上表演秀，由11国艺术家
联袂打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海洋的古
老而神秘的传说，故事包含喜剧、冒
险、神话等元素，融合水中芭蕾、舞
蹈、杂技、空中艺术等多种元素，表演

涵盖灯光、烟雾、水面特效，搭配无人
机、多种大型自动化舞美机械等国际
顶尖舞台技术，是海南首个采用海陆
空3D立体水舞台剧场的全新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该驻场秀的舞台设计
巧妙，为7000立方米容量的中央水
舞台，相当于4个标准泳池，配合15
米高、逾300平方米的巨型曲面LED
可移动视频墙，能实现百变场景，营
造出仿若置身海洋世界的逼真体验。

本报文城1月30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
者1月29日从文昌市相关部门获悉，
2月7日至9日（大年初三至初五），
一场以马术文化、马术运动为主题的
新春马术嘉年华活动将在文昌市华
侨航天体育特色小镇举行。

据介绍，此次马术嘉年华包括室
内外马术及马文化运动表演、名马展
示、观光马车游览、马匹骑行体验、马
术野骑体验、花海风车游览等。同
时，景区内会所餐厅、咖啡吧、雪茄
吧、儿童游乐园等也将全面开放。

据悉，文昌市华侨航天体育特色

小镇位于罗豆农场，这里由于海水倒
灌、土地盐渍化严重，土地撂荒多
年。针对这种情况，文昌招商引资，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构建集
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农业
旅游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1月28日，两届奥运羽毛球冠军张宁带领澄迈县张宁青少年羽毛球
训练基地学员慰问加入扶贫羽毛球队学习的贫困家庭子女。图为张宁
（右二）在澄迈县中兴镇林峨村向贫困家庭羽毛球学员赠送课外读物并为
大家签名留寄语。据了解，2018年，张宁与澄迈县万泰体育馆合作创建
该基地，为澄迈乃至我省培养羽毛球后备人才。今年寒假，该基地已招收
180名7岁至11岁在校小学生学习，其中有10名贫困家庭子女及9名特
殊学校学生参加训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陈超 摄

奥运冠军张宁澄迈慰问贫困羽球学员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全程在海
口取景拍摄的惊悚悬疑类型电影《姑
获鸟》日前在爱奇艺上线播出，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1月30日从爱奇艺海口
创意中心获悉的。

据介绍，《姑获鸟》原名《夜行游
女》，2017年1月7日在海口骑楼老街
正式开拍，该片由香港知名影星樊少
皇和内地影星穆婷婷、李明、王双宝等
担纲主演。在海口拍摄期间，剧组在
海口中山医院、海南医学院城西校区

图书馆、海口沙坡水库、海口苍东村等
多地拍摄。经过20天紧张工作，完成
了全部内外景戏份，剧组然后回到北
京进行复杂的后期制作。

该片执行制片人陈秀卫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海口的风光太美了，画面仿
佛用了“美颜”效果，非常迷人。他介
绍，姑获鸟是一种传说中的怪鸟，别名
天帝少女、夜行游女等，专事偷抱产妇
婴孩并由自己变为夏获鸟后收养，该
片剧情正是类似悬疑故事。

海口取景电影《姑获鸟》上线
椰城秀美风光让画面自带“美颜”效果

文昌将于春节期间举办马术嘉年华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嘉年华开幕

原创驻场秀《C秀》三亚亮相

少儿模特冠军赛全国总决赛海口举行

三亚足球少年哈金磊
入选国家校园足球队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1月
30 日从三亚市第一中学获悉，该校初三学生
哈金磊入选中国国家校园足球队（初中组），
成为海南首名入选国家校园足球队的中学生
球员。

1月19日，2019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精
英运动员集训在广东梅州举行，545名学生入选
2015年至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全国总营各组别最佳阵容运动员。10天集训期
间，哈金磊和其他学员每天进行对抗赛和技术训
练，最终他凭借较出色的技战术水平和顽强的拼
搏精神，入选由28人组成的中国国家校园足球
队（初中组）。

今年不满16岁的哈金磊5年前开始踢球，小
学毕业后就读三亚市第一中学，初一入选校队，参
加了全国校园足球夏令营集训。2018年，为让哈
金磊得到更强锻炼，教练何贤把他从初中组校队
调到高中组校队，技战术水平提高很快。在2018
年举行的海南省U15足球锦标赛中，三亚一中队
夺冠，哈金磊起到了关键作用。

哈金磊的出色表现得到省足协西班牙籍教练
安东尼赞赏，他认为哈金磊在中后场防守稳固，未
来能担起重任。

海南体育舞蹈新年舞会举行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钟南）由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主办的2019海南省
体育舞蹈新年舞会日前在海口举行。

舞会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体育舞蹈界名家、
业内人士及爱好者共200余人参加。其中，知名
体育舞蹈表演者平庆龙、颜宇宏为广大观众及体
育舞蹈爱好者演绎别样的摩登舞。众舞者竞相呈
现优美舞姿，气氛热烈。

平庆龙、颜宇宏曾获2017中国国际标准舞总
会（简称CBDF）中国杯巡回赛连续五站职业组冠
军——年终总决赛大满贯，2017英国国际职业新
星组季军，2018亚洲巡回赛台湾站亚洲职业组冠
军，2018CBDF中国杯巡回赛上海站、杭州站、厦
门站职业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