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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海南中联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共3户不良债权资产打包进行处置，现面向社会投
资者发布招商公告，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一、拟处置的不良债权资产信息
（一）债务人名称：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

限公司、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不良债权金额：债权本息合计130832.25万元，其中债权

本金余额115487.5万元、利息15344.75万元。（截止2018年10月
25日），债权本金、利息余额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三）抵质押物、保证人资产情况：

（四）诉讼情况：本公告3家企业的债权均已经判决确权，并已
进入执行程序。

二、本次招商，意向投资者可与我司洽谈合作方式，欢迎广大
投资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与我司进行洽商。

联系方式：吉女士13907641501 朱先生18976543058
唐女士 180897540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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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财产名称

临街商铺

工业土地
及地上厂
房

工业土地
及地上厂
房

海域使用
权

海域使用
权

抵押财产描述

位于海口市机场东路 25 号共 26 套商铺；
抵押人为王瑞珍；建筑面积4741.16平方米。
位于临高县美台高速路口附近；抵押人为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面积：土地66665
平方米；厂房18659.81平方米
位于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2.8
公里处，抵押人为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面积：土地：80000.44平方米；厂房：
21593.5平方米。
位于临高县美夏兰水湾养殖用海；抵押人
为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庄海水产
开发有限公司；面积：384公顷
位于临高县新盈后水湾养殖用海；抵押人
为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面积：70.88公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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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
财产

网箱及其
附属设施

公司股权

公司股权

公司股权

公司股权

房 产 、土
地

布设于新盈后水湾、美夏蓝水湾、金牌港、
跃进水库共4个养殖海域；抵押人为临高
思远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持有
的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中联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98.25%股权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保证人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名下
财产：①位于临高县临城镇临城糖厂后面
两宗合计305亩住宅用地；②位于临高县
新盈后水湾 747.96 亩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海域使用权。保证人郑立钢名下财产：位
于海口市沿江五路福海小区甲-03号住宅，
建筑面积590平方米。保证人潘勇和谢晓
婷夫妇名下财产：①位于海口市海秀路39
号申鑫国际广场A2516房，建筑面积88.43
平方米；②位于海口世纪大道6号鸿天阁
N5栋4C房，建筑面积161.97平方米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车改单位委托，定于2019年2月22日15:00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公开拍卖：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6辆（清单备索）；
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石碌镇环城东路110号昌江县税
务局办税服务厅大楼停车场。展示时间：2月20日至21日。交纳竞买
保证金截止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2月21日17:00前将竞买保
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2月22日9:30-12:00。报名及拍卖
地点：昌江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大楼六楼会议室。特别说明：竞买人须
依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或具
备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
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或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表（登
录www.hnjdctk.gov.cn申请）。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

（190214期）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3月1日上午10:30分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财政局六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奔鹿淀粉厂电子设备及生产设备，参考价：
239.4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2月28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1HN0009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秀英大道4号车间1楼商铺和海甸四
路西路海甸水厂综合楼一楼商铺分别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
分别为163.1平方米和110.91平方米，租期3年，挂牌底价分别
为587160元/年和106474元/年。公告期：2019年2月14日-
2019年2月27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2月14日

员工离职体检通知
秦开广、吴峥(女)、刘扬照、林显河：

您在离岗前未按照规定参加离岗职业健康检

查，请您自本通告公告之日起一星期内尽快到海口

方卓体检门诊部(海口市长堤路7号长堤春晓二楼)

参加离岗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我公

司承担。

特此通知。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2019年2月14日

关于公开征选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为顺利开展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工程项目招标事宜，我单位拟

对该项目公开征选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在海口地区注

册办公并在海南省建设业企业诚信档案手册中备案的招标代理机

构；具备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资质且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

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承诺书）。投标人于2019年2月14日至2019

年2月16日17时，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公

司简介、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2016年至今的主要代理

业绩盖章复印件及原件到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二楼海南省房

地产开发总公司报名，联系人：陈女士 0898-65337924。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4日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S7-2-
18和S7-4-02地块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S7-2-18和S7-4-02地
块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嘉积镇人
民路西侧，富华路南北两侧，用地面积为11167平方米。现拟修改用地规划
性质和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月14日至3月27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
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
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
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13日

严正声明
我司发现有人冒用“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名义伪造

《备忘录》，其主要内容为“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姚惠芬、周
星、赫英伟商定：以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名义直接与东莞
市天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东莞市
天利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给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转
让款，视为姚惠芬、周星、赫英伟支付给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权转让款。同时，冒用我司名义伪造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股权所有权确认函》，主要内容为“我司已收到由姚惠芬、周星、
赫英伟、海口光大光琼实业有限公司及东莞天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支付的海口六合清源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款。”我司现
声明，上述伪造的《备忘录》、《股权所有权确认函》我司不予认可，所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相关责任人承担。对伪造《备忘录》、《股权所有
权确认函》导致我司产生经济损失及不良声誉影响，我司将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法铮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2宗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9] 68号
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补发其名下2宗用地

的不动产权证书，具体坐落、土地证号、面积详见下表：

经调查，该公司持有的上述2宗产权证书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上述产权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产权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
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
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单位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王女士，电话：68720581)

土地使用权人

海口鸿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1

2

坐落
府城镇城东管区
桂林村
府城镇城东管区
桂林下长园坡

产权证书号
琼山国用(府城)
字第05666号
琼山国用(府城)
字第05696号

面积(m2)

202.94

540.63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海南大
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南侧面积为3218.57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001577号
(地号: 02-01-08 -56) ]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 5532. 9万元，竞买保证
金: 1200 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1、拍卖时间: 2019年 3月7日10:3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3、标的

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3月4日17:00截
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3月5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
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2946;6、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 (2018) 海中法拍委字第03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 ;7、报名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3层海
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产权
过户所产生买卖双方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 13322006990 传真: 0898-6675851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 0898 -66713990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3号

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记者
朱东阳 熊茂伶）美国多名前政要和知
名中国问题专家12日在华盛顿发布
报告说，美国应与中国通过协商对话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敌对的美中关
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前助理国务
卿坎贝尔等17名美国前政要和中国

问题专家，合力撰写了这份名为《修正
航向：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进
行调整》的报告。

报告认为，近两年来，美中关系一度
陷入紧张，但两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密切
相连，对美国而言，一味打压和遏制中国
并非长久之计。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
应与中国通过协商对话找到解决方案，
否则将可能令“极端重要”的美中关系受

到“无法修复且本可避免”的伤害，“敌对
的美中关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报告说，美国不应认为其国家利
益一定与中国对合理经济安全目标的
追求背道而驰。随着中国经济、外交
实力增长，其国际影响力提升是自然
而然的事，美国的政策措施应尽量促
进中国在全球层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有助于促进美中两国各自的利益和

全球的利益。
在经贸问题上，报告指出，美国应

审慎思考相关政策做法可能带来的后
果，避免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等领域时
采取“过度排他性政策”，避免美中关
系“无法挽回地”脱钩，以至于伤及自
身经济和创新体系、全球供应链稳定、
全球经济增长等。

报告作者之一、美国亚洲协会中

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夏
伟）建议，美中两国应维护并完善多年
来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福祉与安全的现
有国际体制。

这些专家强调，他们有责任运用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美中两国不至于
走到敌对和对峙的一步。他们一致认
为，美中应通过合作解决特定纷争和一
系列全球问题，“这扇门不能关上”。

美国多名前政要和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在华盛顿发布报告说：

“敌对的美中关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记者周舟）美国航天局
卫星数据表明，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
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研
究人员认为原因是中国在植树造林和集约农业等方面
有突出表现。

美航天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可持
续发展》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分析了美航天局“特拉”
号卫星和“阿卡”号卫星的观测数据，发现在2000年至
2017年间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了5%。中国和印度在陆地
植被面积只占全球总量9%的情况下，对全球绿化增量的
贡献达到约三分之一。

其中，中国的贡献占全球绿化增量的约四分之一。
分析显示，中国的贡献中42%来自植树造林，32%来自
集约农业；印度的贡献中82%来自集约农业。集约农业
可使人们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种植更多的农作物。

论文作者之一、美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拉
玛·内玛尼说，在观测到地球绿化面积增加后，研究人
员最初以为主要原因是气候变暖等环境因素促进了
植物生长，但对卫星数据的分析显示，人类的绿化活
动也有巨大贡献。

研究人员说，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常有人担心
人口大国会过度利用土地而导致土地退化等问题，因此
这项研究发现让人惊讶。分析显示，中国和印度在过去
10多年里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没有大变化，但两
国的绿化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大幅增加。

虽然近年来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但研究人员提醒不
能过于乐观。一方面，绿化面积在未来的变化还受多种
因素影响，比如一些地方的地下水如果枯竭，可能导致绿
化面积减少。另一方面，现在还有许多地方的热带雨林
在消失，其生态影响难以用其他地方绿化面积增加来弥
补。因此人们仍需注意保护环境。

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表明：

全球新增绿化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主题巡展在埃及举行

新华社开罗2月12日电（记者吴丹妮）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巡展12日晚在开罗歌剧院
举行，展览通过珍贵的图文资料与中外民众共同
分享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难忘历程和辉煌成就，
展望中国与世界携手发展的美好前景。

从深圳经济特区设置初期的场景到哈尔滨市
街头的纯电动公交车，从天津市崇化中学新疆班
学生的笑脸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瞬间，分主题精选的参展照片展示
出中国人民40年砥砺奋进的风雨征程。

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在开幕式上说，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
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
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受邀出席开幕
式。他在致辞中说，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
巨大变化，也使全世界成为这一政策成果的受
益者，回顾其历程、成果和经验将为我们指明前
进的方向。

参观中，谢拉夫同其他埃及官员认真听取讲
解，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照片还引起大家的交流
与讨论。

“中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值得很多国家
学习与借鉴。”前来参观展览的网站编辑安迪亚
娜·哈立德指着电动公交车与高铁的照片对记者
说，这些环保高效的交通设施令人印象深刻。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4日。

2月13日，来自英国的化学家戴伟教授（右
一）在活动中向小营员们讲述化学反应的概念。

当日，上海科普大讲坛寒假科学营的首场活
动在上海科技馆举行。6位来自化学、天文、生
物、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将在为期4天的科
学营活动中与小营员们面对面，带来融科学、文化
和艺术与博物馆课程教育为一体的“大餐”。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寒假科学营的科普“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