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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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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我分公司决定延长开标日期，定为

2019年3月7日，请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于2019年3月6日前（含该日）
按照我分公司上次公告内容（详见2019年1月31日网站公告及资产
公开竞争性出售邀请函等内容）与我分公司联系，并按照要求统一提
交报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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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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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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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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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下列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职工宿

舍进行公开拍卖：

1、拍卖时间：2019年3月6日15时。2、拍卖地点：五指山市三月三
大道77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二楼会议室。3、标的展示及
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3月5日17时止。4、报
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
以2019年3月5日12: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0306拍卖会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拍卖标的均未
办理房产证，标的存在不能过户的风险；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
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66533938；18689521478；委托方监督电话：86627480

房号
4# 1-401
2# 2-402
1# 2-304

1# 3-105、106

套内建筑面积
67.83m2

63.98m2

63.98m2

81.18m2

参考价
23.30万元
21.98万元
22.77万元
36.26万元

竞买保证金
4万元
4万元
4万元
8万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先导性项目建设，根据
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对建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部署，以《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为规划依据，我局经海南省自
然资源和规划厅（原省规划委）和三亚市政府同意，组织开展了《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下文简称本次规划）的编制工作。

现本次规划已经组织专家评审和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通
过，为加快编制工作进展，提高规划编制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根据
省“多规合一”改革有关要求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有关规定，
将该规划阶段性成果依法予以公示，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和建
议。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按以下要求予以反馈。

公示时间：为30个工作日，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4月9日。

公示地点：海南日报、三亚日报、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sanya.gov.cn/）、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ghj.sanya.gov.cn/）。

欢迎社会各界在公示期内登录公示网站查询相关规划内容，
并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对规划提出意见或建议。请在提出意
见或建议时，署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
签单位公章。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sy88362336@sanya.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规划编制科），电话：0898-88361216，邮政
编码：572000。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2月26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何启良先生：（身份证号：460100196305120934）:

依据您于2015年3月26日与吴文芳、黄其兵签订的《有限责任
公司章程》成立海南临高生生源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元，您出资为350万元（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35%的股份，出资
时间为2015年10月5日。但公司成立后，您一直未履行如实出资
的义务，公司未收取您任何注册资金/股本金。现公司正式通知您：
请于2019年4月1日前如实履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的货币
出资义务，将350万元货币出资如实缴纳至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临
高县临城镇行政路 5 号二楼，联系人秦开鹏，联系电话：
18289806851。）如逾期未缴纳，则公司将启动通过相关程序，取消
您的股东资格。法定代表人：吴文芳。

海南临高生生源实业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通 知 股权转让公告
经2019年2月15日海南文昌隆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股东海南东方建设房地产有限公
司、哈尔滨市东方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英拟将持
有的本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保定市可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凡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关单位与个人（包括但不限
于抵押、担保等），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债务，逾期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疏港路124号
联系电话：0898-63381502 15933772935
邮箱：bdkxfdc@126.com

海南文昌隆昇置业有限公司
保定市可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0日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林
永成 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
篮球协会获悉，海南金星海象篮球俱
乐部近日正式成立，该俱乐部球队将
以“海南队”的名义参加今年4月开赛
的2019赛季NBL联赛（全国男子篮
球联赛），球队主场设在海口体育馆。
这是海南首支职业篮球队，填补了海
南没有职业篮球队的空白。

据了解，海南金星海象篮球俱乐
部的前身是洛阳金星篮球俱乐部。

洛阳金星篮球俱乐部成立于2015年
12月，该队在2016赛季和2017赛季
的NBL联赛中均有不俗表现。2016
赛季，以15胜11负的战绩排名常规
赛第五名晋级季后赛；2017赛季，以
18胜8负的战绩排名常规赛第四名
晋级季后赛，最终排名联赛第四名；
在去年的联赛中，成绩有所下滑，排
名第十二。2019赛季，洛阳金星篮
球俱乐部更名为海南金星海象篮球
俱乐部，主场落户海口，将力争在

NBL联赛中取得好成绩。海南金星
海象篮球俱乐部球队主教练为原
CBA主力后卫、国家女篮青年队主
教练李建新。目前，李建新率领部分
队员正在海口训练，积极备战新赛季
联赛。

“海南业余篮球氛围很好，但是
多年来没有职业篮球队，这一直是一
个遗憾。在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
的大力支持下，在海南省篮球协会多

方积极协调运作下，海南金星篮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与海南世锦文化体育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终于促成海
南金星海象篮球俱乐部落户海口。
该俱乐部的成立，填补了海南职业篮
球的空白。”海南省篮球协会秘书长
刘俊山表示，“我们希望这支职业队
的成立，能带动海南青少年篮球以及
职业篮球的发展。我们计划举办一
次选拔赛，选拔海南本土球员加入这
支职业篮球队。”

对于球队吸收海南本土球员的工
作，主教练李建新表示：“我们希望有
海南本土球员加入球队，在职业联赛
中一展身手。”李建新还透露，目前球
队共有10名队员，未来还将引进4至
6名球员，包括两名外援。

据悉，海南省篮协将于 3 月 23
日至 24日举办“华夏城市杯”篮球
邀请赛，邀请港澳台地区球队参赛，
海南金星海象篮球俱乐部将代表海
口参赛。

海南首支职业篮球队成立
填补我省没有职业篮球队的空白 将参加NBL联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中国足协
日前下发通知，U20国青队将在本月
底重新集结，开始今年的第二期集
训。目前效力广州恒大队的海南籍小
将蔡明民入选集训名单，这是他连续
两期入选U20国青集训队。

本期国青集训队共有24名队员，
其中6名队员来自上海申花队，5名队
员来自广州恒大队，江苏苏宁队有4
名球员入选。主教练依然为前塞尔维
亚U21国青队主教练扬科维奇。与
今年1月的第一期集训队相比，调整
了约10名队员。

据了解，中国1999年龄段国青队
去年在第30届亚洲U19青年锦标赛
中未能获得出线权，无缘今年5月举

行的世界U20青年锦标赛。不过，着
眼于长远考虑，中国足协决定继续保
留这个年龄队的队伍。2022年举行
的U23亚锦赛以及杭州亚运会，1999
年龄段球员将是适龄球员，保留1999
年龄段的U20国青队，其中一个原因
是为这些赛事进行人才储备。

据悉，本期U20国青集训队将于本
月28日集中，随后前往意大利集训拉
练，并参加“维亚雷焦杯”等热身赛事。

蔡明民是海南昌江人，今年 19
岁，目前效力于广州恒大一队。蔡明
民曾多次入选国少队、国青队。在本
届U20国青队今年1月的第一期集训
中，蔡明民随队赴澳大利亚拉练，在热
身赛中表现不俗，有进球有助攻。

海南籍足球小将蔡明民
入选U20国青二期集训队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
者张寒、李华梁）将近三个月前完成
改选改组的中国乒乓球协会25日
召开小范围媒体通气会，宣布建立
新的备战东京奥运会战略体系，并
公布新的国家队教练组名单。

在这一战略体系中，新任乒协
主席刘国梁未挂任何教练职衔，但
许下了“男女队任何一个教练组考
核不及格，总指挥刘国梁自罚全年
薪酬，誓与团队共进退”的承诺。

如此重诺的背景，是堪称“史上
最严”的国乒队教练员考核及奖惩办
法。在这一创新性的薪酬绩效体系
改革中，2019年全年的重要乒乓球
国际赛事被精心挑选出九场，分为三
级进行考核并计算积分，男女一队教

练组拿满积分为18000分，丢掉一个
世乒赛单打冠军就减4000分，低于
12000分即为不及格，未达标组的主
教练和组长将同时被降级，全组成员
的基本薪酬扣除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考核体系
中，规定的赛事中夺冠才有积分，拿不
到冠军则积分为零；而从赛事和积分
项目选取来看，除含金量最高的男女
单打可积分数最多之外，即将作为新
增金牌登上东京奥运会舞台的混合
双打项目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刘国梁指出，“破釜沉舟”式的自
我要求为的是激发全体教练员精诚团
结、荣辱与共的合作精神；而东京奥运
会将仅允许各个协会报名最多一对混
双选手参赛，且将产生首枚乒乓球金

牌，东道主日本队又对这块金牌势在
必得，对混双的强调便水到渠成。

在新公布的国家队2019年教练组
名单中，教练班子构成有了显著变化。
乒协秘书长秦志戬“回归”，再任男队主
教练，功勋老帅李隼出任女队主教练，
二人将分别管理男、女乒一、二队。

主教练名下再分设一、二队教
练组，刘国正担任男一队组长，陈振
江出任男二队组长；马琳为女一队
组长，阎森留任女二队组长。其中
女一队教练组变化最大，丁宁的原
主管教练陈彬和前江西主教练张琴
因身体原因或家庭原因不再担任国
家队教练员，二人将在本周晚些时
候于深圳举行的“地表最强十二人”
世乒赛直通赛后正式离开。

中国乒协发表“东京战略”出台“最严”考核标准

刘国梁：完不成任务自罚全年薪酬

2月25日，中国乒协在北京举行媒体通气会。图为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后排左五）与国家队教练组成员合影。新华社发

海口聘任刘和平
为海瑞文化项目总顾问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为进一
步策划好海瑞文化公园建设，让海瑞文化精神发
扬光大，经海口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聘任国家一
级编剧、作家刘和平为海瑞文化项目总顾问。2
月25日上午，海口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刘和平颁
发总顾问聘书。

1999年，刘和平担任编剧的长篇历史剧《雍
正王朝》在央视播出，他凭借该剧获得了第19届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2007年，刘和平
出任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的编剧
及制片人。2014年，刘和平编剧的近代历史剧
《北平无战事》播出，他凭借该剧获得第30届中国
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第21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最佳编剧奖等多个奖项。2017年，刘和平
获得第十一届电视制片业“十佳电视剧编剧”奖。

2018年，在海瑞墓修缮及改扩建项目的基础
上，海口启动海瑞墓陈列布展项目及海瑞文化公
园综合提升项目的建设工作，两个项目均被列为
该市城市更新项目。

聘任仪式后，刘和平团队对海瑞文化公园文化
复兴项目设计方案作了汇报。刘和平表示，海瑞是
郡县制以来士大夫精神的卓越代表，要沉下心来，以
敬畏之心，将海瑞墓打造成海南的一张金色名片。

《波希米亚狂想曲》《绿皮书》
笑傲第91届奥斯卡奖

据新华社洛杉矶2月24日电 第91届奥斯
卡奖颁奖礼24日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传
记片《波希米亚狂想曲》独揽4项大奖，得奖数量
傲视群雄。喜剧片《绿皮书》则拿下分量最重的最
佳影片奖。由华人电影人执导的《包宝宝》和《徒
手攀岩》也喜获两个奖项。

《波希米亚狂想曲》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电
影剪辑、最佳音效剪辑和最佳音响效果奖。该片
讲述了英国摇滚乐队皇后乐队及其主唱弗雷迪·
默丘里的成长经历。精彩演绎默丘里传奇人生的
男星马利克首次获得奥斯卡奖，这也是埃及裔美
国人首次夺得奥斯卡奖。

喜剧片《绿皮书》、传记片《罗马》和超级英雄片
《黑豹》各自夺得3个奖项，紧追《波希米亚狂想曲》。

除最佳影片奖外，《绿皮书》还夺得了最佳原创剧
本和最佳男配角奖。黑白传记片《罗马》摘取了最佳
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此外，该片还获得了分量颇重
的最佳外语片奖。超级英雄片《黑豹》夺得最佳艺
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3个奖项。

在《宠儿》中精彩演绎安妮女王的奥利维娅·
科尔曼夺得最佳女主角奖。出演《假若比尔街能
够讲话》的雷吉娜·金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华人电影人在本届奥斯卡奖中表现不俗，斩
获了两个奖项。出生在中国重庆、成长于加拿大
的华人女导演石之予执导的《包宝宝》斩获了最佳
动画短片奖。由美籍华裔金国威夫妇执导的《徒
手攀岩》获得最佳纪录长片奖。

2 月 25 日，
在万宁日月湾进
行的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冲浪
比赛进入第六个
比赛日的争夺。
二青会冲浪赛为
期10天，目前赛
程正好过半。图
为体校甲组女子
短板参赛选手赛

前热身。

二青会冲浪赛万宁激战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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