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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白沙黎族自治县水电局等11户债权、1户房产权益进行处置。该资产中的
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县、白沙县等地区。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
务状况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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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先生、王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667384、0898-68663252
电子邮件：liuxiaodan@cinda.com.cn

wangchunp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0898-6866648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xiaoyan@cinda.com.cn, linjin@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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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白沙黎族自治县
水电局

海南华侨大厦

杨凌（海南）高科
技热带农业有限
公司

海南南丰彩印制
品有限公司

海南琼山晶祥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
等10户资产包

海南生茂高技术
发展公司

海南大东海旅游
中心集团有限公
司

海南新宏基房地
产发展公司

鸿联投资有限公
司（香港）

海南五指山集团
有限公司

海南泛洋航运有
限公司

海口市明珠广场
二 层 2013 号
22％产权铺面

资产
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房产
权益

资产
所在地

白沙县

海口市

儋州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三亚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洋浦

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债权总额/抵债金额（万元）

1922.64

13188.56

3695.46

4137.63

4467.36

2708.61

4368.63

37953.14

1585（本金）

14113.97

28020.31

40.06

担保和抵押情况

该债权以债务人名下位于白沙县牙叉石油路建筑面积1200㎡
房产抵押，抵押办理了登记手续（房他证字第0142号）。

债务人位于海口市大同路17号，海南省中国旅行社对债务人所
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土地抵押贷款，债务人以其拥有的位于儋州市那大清平管区武
后村西端30亩 [他项权利证号为儋他项（2002）字第021号]的
土地使用权抵押。

信用贷款

该债权以债务人名下位于海口市石山风景公路四公里处南侧
114.07亩国有土地作抵押，且办理抵押登记。

该债权已经诉讼，处于法院审理阶段，尚未判决。海南生茂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琼山区府城镇五岳管区尚导经
济社55073.333㎡（82.61亩）国有土地抵押。

海南国投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该债权已经诉讼该，债权具体数额以法院裁决为主。

2003年6月16日，鸿联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与我分公司签署的
《项目清理协议书》的约定：我分公司退出北京鸿华大厦项目，鸿
联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应在2003年8月15日前退还我分公司
5600万元人民币。截至目前，鸿联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仅向我
分公司支付3855万元人民币，未按期全额付清款项。按协议约
定，你公司未按期全额付清款项，剩余部分则按银行正常贷款利
率计收利息，并同时应付给我分公司违约金5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处置是上述剩余债权、利息和违约金

该债权已经诉讼并判决进入执行阶段。海南亚创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五指山林业化工有限公司、昌宁县盛欣林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和刘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位于五指山和琼中的
29896.30亩林权设置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第一笔：建琼洋流贷(2011)001号，本金9980万元；第二笔：建琼
洋流贷(2011)002号，本金9908.39万元。借款人由于资不抵
债，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裁
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申请。第一贷款确认为普通债权，第二笔贷
款抵押有效，确认为抵押债权，抵押物3艘船舶已处置变现，变
现价款合计约9418万元，国家废钢船补贴合计约6695万元，款
项在等待破产分配。

该资产为抵债裁定项下的权益资产，位于海口市海秀路16号明
珠广场第二层2013号铺面共163.44平方米，按22％产权计算
为35.96平方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明细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3月20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470号之一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孔瑶叶与被执行人海南百大投
资有限公司、楚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
出的(2018)琼0105民初5543号民事调解书。现因被执行人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裁定注销位于海口市
长秀路23号芭普假日二层商铺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场管理处的商品房交易备案登记手续。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
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 68626452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3HN003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公告期为：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4月2日。对竞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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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
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
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徐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车辆牌照号码
琼A27135
琼A52278
琼A27667
琼A70998
琼A61828
琼AN1755
琼AN1351
琼AC8251
琼AA7316

厂牌型号
斯柯达大型普通客车
宇通大型普通客车
斯柯达大型普通客车

奥迪小轿车
奥迪小轿车
尼桑小轿车
尼桑小轿车

帕萨特小轿车
雅阁小轿车

挂牌价（元）
124800
302000
129000
27300
27300
34700
34700
17300
1610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2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十二楼FG座
办公室。

一、项目简介：该项目地址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招租
面积488.95m2。申亚大厦配备电梯四部，物业管理良好，水电齐备，
现为空置，简单装修。

申亚大厦坐拥国贸商圈核心位置，地处海口CBD，距绿草如茵
的万绿园仅1公里，环境优美，周边写字楼林立，商业繁华，金融、证
券、保险业发达，配套完善，交通便利。

二、挂牌底价：140820元/年。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
为三年。

三、报名参与项目竞租需缴纳保证金5万元，本项目采用网络动
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

四、公告期：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4月2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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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0（杜女
士）、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
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月20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3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文昌市清澜镇蜀蓉商业街A幢、C
幢、D幢房屋。蜀蓉商业街地处文府路与文清大道交叉路口地段，
附近有市政府、中学、小学、银行等，拥有比较理想的地理位置及完
善的生活商务配套设施，交通便利，有公共停车位，现为空置，简单
装修。详见下表：

1、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为三年。
2、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
3、公告期：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4月2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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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月20日

项目名称

蜀蓉商业街A幢102
蜀蓉商业街C幢201
蜀蓉商业街C幢202
蜀蓉商业街C幢203
蜀蓉商业街C幢204
蜀蓉商业街C幢205
蜀蓉商业街C幢206
蜀蓉商业街C幢207
蜀蓉商业街C幢208
蜀蓉商业街D幢1层

面积（m2）

180.62
164.85
164.85
135.85
164.85
164.85
135.85
164.85
164.85
1328.03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43356
15828
15828
13044
15828
15828
13044
15828
15828
111564

保证金(万元)

1.5
1
1
1
1
1
1
1
1
3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3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

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万宁市兴隆墟华侨购物城（第贰至柒层）房

产，证号为万宁市房权证兴隆字第 1500973 号，建筑面积

683.88m2。参考价6000元/m2,保证金:40万元。保证金以到

账为准，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17时止。

标的展示期: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4月21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宇建国贸城二单元2609号房。

电话:0898－68527118，68538118，13322069388。

网址:www.hntcp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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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阔步迈向全岛同城时代
——从海文大桥通车谈起

■ 张成林

书香墨香之外
还得加点“泥土味”

■ 李萌

椰岛早茶

■ 韩慧

好事办好才是真好
时
事
图
说

救人还要医师证？

微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涛声

近日，一篇题为“女医生高铁上
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的文
章，引爆了朋友圈。3月17日中午，
从柳州开往南宁的D3565次列车
上，一位陈姓女医生，在听到紧急呼
叫后，帮忙对患病乘客进行了救
治。事后，陈医生却被列车员要求
出示医师证。

做了好事，没有被及时赞扬，
反而要求第一时间出示医师证，并
写情况说明，实在是出人意料。工

作做得如此“细致”，不免让人疑心
有撇责之嫌。做了好事，被如此对
待，试问，谁还敢该出手时就出
手。所幸的是，相关方及时道了
歉。这正是：

医生高铁急救人，
行医资格遭盘问；
好心不被热心待，
遇事谁敢站出来。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
梦我知道……”周杰伦这首《稻香》在学生中传唱
颇广，但其中的快乐，他们却未必体验得到。在学
校的课堂上、书本中，学生们熟知“粒粒皆辛苦”，
但这“粒粒”如何得来，却不得而知。缺位的自然
教育、劳动教育，让学生们对大自然、对农作物的
认知停留在表象。不过这一缺失正在逐步弥补。
目前，海南许多中小学校已开设特色劳动课，受到
许多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在洒满阳光的田间，学生们刨坑、松土、插苗、
培土、采摘蔬菜瓜果……亮晶晶的汗水里，映衬着
大家劳作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海南中小学课堂开设“接地
气儿”的劳动课，将理论知识化作亲身实践，可让
学生在劳动中亲近自然、感受万物生长，在“泥土
味”中完成对课本知识的转化，对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大有裨益。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如今科技如此发达，VR
虚拟现实、3D技术逐步普及，想了解作物生长，这
还不简单？古语有言，“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等
于不知。你或许可以通过高科技设备看到非常逼
真且生动的画面，但你绝不会感受到现实中的阳
光轻抚、鸟儿欢唱、清风拂面、稻浪飘香……当所
有感官被调动起来，辛苦劳动付出后，随之而来的
成就感和幸福感也会被放大。

强化劳动教育、自然教育，不止于这些益处。
如今，很多学生在课业之余，加入“低头一族”，沉
迷电子游戏，用眼过度也加剧了青少年近视比例，
不仅缓解不了学习压力，也让本应昂扬向上的青
少年少了一份活力、多了一份老气。

但在应试教育升学压力下，补齐学生“劳动教
育”“自然教育”的短板，依旧面临重重挑战。不少
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业，可谓全力“保驾护航”，不
让孩子参与任何家务劳动。“事非经过不知难”，不
少学生劳动意识淡薄、动手能力不足，当然也难以
体会到父母的辛劳。为此，在学校劳动课堂外，家
长的引导和配合非常必要，工作之余，不妨多点陪
伴、多点互动，让孩子更多得亲近自然，掌握必要
的生活和劳动技能，让青春回归生机盎然。

未来，我们期待劳动教育能够真正全面推广
开来，给学生的书香墨香，糅合些许泥土芬芳，这
样，“花儿”必然开得更艳！

@人民日报：谁来捉住“外婆家”的
老鼠？又是“外婆家”！上海一家门店内
老鼠爬上后厨案板。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讽刺！这只在后厨耀武扬威的老鼠，
既暴露出环境之差，也暴露出监管之
失。鼠的猖獗，与猫的失职有关。与后
厨脏乱相比，管理上的漏洞更让人担忧。

@光明日报：直销企业又涉嫌命
案，行业治理要有紧迫性。3月18日，
有媒体报道称，直销企业如新公司一业
务员感冒、高烧数天未就医，只喝“如
新”果汁。类似悲剧看似是科学素养和
常识的匮乏所致，但深究起来，相关产
品宣传的洗脑和误导，或许难辞其咎。
对其中因果关系，不仅需要如新自查，
相关部门更应该顺藤摸瓜，及时跟进。

@中国青年报：青少年网游用户
逐增，监管立法该提速了。据统计，中
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呈逐年增
长趋势，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
1.91亿人，占青少年网民的66.5%。数
据反映了普遍的青少年沉迷游戏现象，
很多孩子陷入网络游戏中不能自拔。
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确保网络安全，我
国不乏相关立法。总的来看，还缺乏一
部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 （邓 辑）

铺前港，是位于文昌的古老渔港，
虽距海口很近，但数百年来，彼此却是
隔海相望，百姓只能舟楫往来。而近
日，备受瞩目的海文大桥建成通车，终
于打破了这四百余年的阻隔，如一条玉
带般，将两地紧密相连。数百年分离，
今又相聚。这时间与空间的交汇，激荡
出了海南区域协调发展的响亮音符。

轮势随天度，桥形跨海通。“铺前到
海口的路程，由原来90分钟缩短至20
分钟。”通达时间的明显变化，直观反映

出海文大桥的快捷便利性。其实，变化
不仅仅限于交通，仅就铺前镇而言，往
来游客更多了，产品销路更宽了，港口
码头更热闹了……一桥通，活全局，发
展红利滚滚而来，这正是基础设施完善
的魅力所在。海文大桥的建成通车，再
次证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也更加坚定了海南推进“五网”基础设
施建设的决心。

桥通了，人心也就更近了。以往，
一水相隔，相望却难相拥；现在，一桥
相连，彼此间生活相融。就区域协调
发展而言，硬件上的改善固然重要，但
感情上的交融无疑更为紧迫。随着海
文大桥的开通，铺前自然而然融入了

海口半小时生活圈。白天在海口上
班；傍晚在铺前欢聚。驱车仅需半小
时，便可吃最正宗的“糟粕醋”、享最新
鲜的海产品。可见，海文大桥不仅畅
通了空间，同样联通了人心，让区域之
间的黏合度得到极大提高。

这让人不禁深思，在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海南如何突出自身特色，在区
域协调发展中抢占先机？对此，省委
书记刘赐贵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坚
持全省一盘棋，实现全岛同城化。事
实上，近年来，“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
济圈、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深入推进，
已经在全岛同城化上作出了探索。而
今，一桥飞架东西，更是开启了“海文”

同城时代，成为海南发挥“全域”优势，
深入推进“海澄文”一体化、加快实现
全岛同城化的生动写照。

有人会说，把全岛作为一个城市来
谋划，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就拿海文大桥来说，
数百年来，海口与铺前何以两地分离，只
能隔海相望？这是因为自然条件极为复
杂，不仅处于活跃地震带，还面临台风多
发等气候灾害。不过，在全岛同城化深
入推进的今天，海文大桥还是建成通车
了，而且，刷新了多项国内桥梁建设纪
录。艰巨如海文大桥，尚且可以按时建
成通车，更不要说其他同城化项目了。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海

文大桥虽然联通的是海口与文昌，但
却具有重要的全省意义。事实上，再
往前看，2015 年底，海南西环高铁建
成通车，海南由此步入环岛同城时代；
2018年9月，琼乐高速公路通车，中线
高速全线贯通，海南“田字形”高速公
路日渐成形……近年来，“多规合一”
改革、“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入推
进，为海南实现全岛同城化已经奠定
坚实基础。海文大桥的建成通车，无
疑更加坚定了全岛同城化的步伐。

融则通，通则达！迎着海文大桥
通车的利好，我们期待，全岛同城化能
够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绽放
出更美丽、更绚烂的花朵。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为扩大普惠覆
盖面，省总工会决定开展线上线下“暖心
返乡路”农民工春节返乡购票补贴行动，
将2019年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汽车票
（不含出租车票）、船票纳入补贴范围。

农民工分布在各行各业，是城市建
设的参与者与社会进步的推动者。3月
15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要
善待农民工，他们的身后是无数家庭的希
望。海南省总工会扩大返乡购票补贴范
围，进一步减轻农民工路费负担，给他们
带去更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值得点赞。

扩大返乡购票补贴范围，是利民惠
民的好事。不过，好事还要办好、办
细。只有让农民工方便快捷地把返乡
补贴领到手，惠民新举措才能落到实
处，彰显出应有价值。为此，各级工会
组织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多了解补贴申
领过程有没有“肠梗阻”，多问问农民工
是否领得便利，及时排解其中的堵点、

难点，让农民工切实感受到关怀、温暖。
例如，农民工群体工作流动性较

大，为此，相关部门要及时查访各用人
单位是否具有工会组织，以免部分农
民工因找不到工会而无法申请补贴。
又如，农民工群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接受信息的渠道较少，为此，则需要加
大宣传，或设立咨询平台，安排专人手
把手做好引导，同时要建立反馈机制，
畅通沟通热线，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好政策最忌打空转。试想，如果他
们跑来跑去、来回折腾，申请起来缺这
少那、手续繁琐，恐怕路费补贴的钱还
没拿到，就先花费几十上百元的路费
了，久而久之利民补贴势必被束之高
阁，如此一来，利民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会被削弱。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各大项目遍地开花，农民工群体
日益庞大。只有扑下身子、沉下心来，
倾听他们的诉求，把好事办好，把政策
落实，才能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