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4月6日

（三月初二）

4月7日

（三月初三）

4月8日

（三月初四）

4月9日

（三月初五）

4月6日-4月8日

（三月初二至初四）

时间

14:00-18:00

15:00-18:00

8:00-11:00
14:30-17:30
15:00-18:00
20：00-22：00
9:00-11:30

15:00-18:00
9:00-11:30

15:00-18:00

9:00-11:30

9:00-18:00

9:30-11:30

10:00-12:00

19：00-20：30

全天

20：00-22：00

全天

活动内容

报到

第二届海南苗族文化论坛

黎祖祭祀活动
民族美食评比
第三届黎族文化论坛
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

黎锦苗绣技艺展示及比赛

黎族苗族民歌对唱

竹竿舞大赛

米酒制作工艺展示评比

黎族文化书籍赠书仪式

米酒调酒大赛

旅游招商推介活动

陵水“三月三”黎苗风情婚礼

闭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

陵水“三月三”乡村休闲游系列活动

地点

五指山/ 陵水

陵水伯明顿酒店

五指山市水满乡黎峒文化园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伯明顿酒店
陵水海航体育场

陵水雅居乐体育馆西南侧

陵水雅居乐体育馆东南侧

陵水文化广场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雅居乐体育馆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文化广场

光坡镇香水湾唯一视觉婚纱基地

陵水海航体育场

英州镇

4月7日-4月9日

（三月初三至初五）

3月份-5月份

全天
9:00-17:30

9:00-17:30

9:00-18:00
9:00-22:00
9:00-22:00
9:00-18:00
9:00-18:00
9:00-18:00

全天

全天

图腾迷宫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

“书画新陵水·墨香三月三”民族书画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和趣味活动
农夫集市
美食集市
浪漫街区
黎锦染织体验
黎锦技艺工作坊
陵水“三月三”红色主题系列活动

陵水“三月三”黎苗文化主题系列活动

陵水“三月三”乡村旅游采摘系列活动

陵水文化广场
陵水雅居乐体育馆

陵水雅居乐体育馆

陵水体育广场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陵水民族风情街区
文罗镇坡村

本号镇大里

光坡镇

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主会场节庆活动日程安排

A06

广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
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1.竞买人基本条件：本次
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申请参与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
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
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2.竞买要求：（1）凡在万宁市
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
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
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2）竞买人
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万宁市国土
资源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
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
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
者请到万宁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耕保股（或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查询和购买《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19 年 3月 21
日-2019年4月18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
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竞买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
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9 年4月
18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
时间：2019年 4月12日9:30时；截止时间：
2019年4月22日9:30时;挂牌地点：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
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
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
上午 8:00至 11:30 ，下午 14：30至 17：00。
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宗地用于
酒店项目建设。2.该宗地为净地，目前地块上
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
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

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3.鉴于该宗地处于
地质灾害易发区，在项目建设前须做建设用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地质
灾害。该项目用地须按规定完善有关环保审
批手续，否则不得动工建设。4.竞买成交当场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
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
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
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5.土地出让控
制指标：投资强度300万元/亩，年度产值350
万元/亩，年度税收12万元/亩。项目达产时
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2
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
为准。

十 、咨 询 方 式 ：咨 询 电 话 ：0898-
62217005 ；联 系 人：陈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 、
http://www.hnlmmarket.com、
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21日

东线高速石梅湾出入口处、
铁路和高速路中间地段

万 让 2016-
19号地块

容积率≤0.72，建筑密度≤30%，绿
地率≥40%，建筑限高≤30米5.2582 40年 旅馆用地 8713 8713

土地用途地块编号 位置
面 积

（公顷） 使用年限 规划指标
起始价

（人民币万元）
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万元）

公 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我司下属机构现启

用新的办公地址及新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琼北营

销服务部。成立日期：2006年6月21日。负责人：陈志武。机构住
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2号海南时代广场11楼。联系电话：
36691633机构编码：000017460107008。邮政编码：570125。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
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
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3月12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中北部，吊罗山森林公园东南

侧，距陵水黎族自治县城区约19公里，项目规划范围为军昌行政村村
域范围，面积约为293.96公顷。村庄“多规合一”用地布局：村庄建设
用地29.37公顷（440.55亩），非建设用地264.25公顷（3963.75亩）。

二、项目定位策划相关要求
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体要求，按照宜居、宜业、宜游的标准，将军昌村建设成为乡

村旅游特色民宿示范村和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度假景区。
三、合作单位参选要求
意 向 单 位 请 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 12:00 前 登 陆 邮 箱

kfgs0898@163.com（密码与邮箱名称一致）自行下载《军昌村美
丽乡村项目专业策划咨询单位竞争性比选邀请函》及相关材料，
按要求编制参选文件。

联系人：符女士
联系电话：0898-83302811

军昌村美丽乡村项目邀请专业策划咨询单位参与竞争性比选的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
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共计19户），依法
转让给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
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

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拟对上述19户企业贷款债权
进行处置，为进行充分的市场沟通并寻求市场反馈，特对外招
商。处置方式：根据投资人具体要求单户出售或组包出售。具体
情况请投资者与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特此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8976233355 0898-68582215
传真：0898-68511619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层
邮政编码：5701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海南琼中海峰林场有限公司
琼中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远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阳明山农工贸实业开发
公司

保亭县保兴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农行催收使用名称：
保亭县保兴实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保亭永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博超农业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保亭多来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亨通红毛丹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多德福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荣发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毛拉洞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保多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保宁实业总公司
海南保亭万事佳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海南保亭绿宝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兴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海南大洋庄园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热作总
公司

地区

琼中
琼中

琼中

琼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财产线索

抵押物机器设备已灭失
保亭县新政镇459.3亩土地，430
亩土地，415 亩土地，471.5 亩土
地，479.5亩土地，474亩土地，470
亩土地
琼中乌石镇550亩土地、398亩土
地、322001.61m2土地及荔枝龙眼
483亩，555亩，525亩，396亩

1、保城镇365亩土地；2、保亭县新
星农场586.44m2房屋；3、新政镇
165亩、235亩红毛丹果树

保什乡农业旅游观光用地981亩

六弓乡330836.3m2土地

1、保亭县响水603333.30m2土地；
2、保亭县三道镇480亩土地
1、海口市新华区74.19m2土地；2、
澄迈县瑞溪镇 68m2 土地，建筑
181.47m2 房产；3、281.49 亩红毛
丹；4、海口市新华区101.28m2土
地，725.82m2房屋，5、保亭县三道
镇793亩林权

保亭县三道镇1008466.50m2土地

保亭县新政镇650003.25m2

保亭响水镇210000m2土地、39.5
亩土地、23333m2土地、18666.7m2

土 地 、6804666.6m2 土 地 、
120000m2土地、52666.7m2土地

三道镇1222.40亩土地

文昌市清澜镇29亩土地
保亭报什乡280015m2土地；什岭
镇482亩土地

保亭县报什乡2482亩马占相思树

三道镇209790m2土地

保亭县六弓乡3,540亩土地

担保人名称

1、海南保亭荣发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2、海南七仙岭
仙乐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黄史源

1、海南金川旅游开发公司；
2、三亚市红沙实业开发公司

过志平

保亭三道金叶茶叶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刘扬光、刘元忠、刘明杰

海南源海工贸服务公司

黄培盛

保亭三道金叶茶叶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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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0

800

300

299.41

250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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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4.41

利息
802.1
184.28

525.78

1,661.35

415.39

236.85

187.57

217.66

1,276.26

228.22

157.52

8,635.16

1,112.55

628.67

362.86

395.33

189.03

198.4

610.75

18025.73

合计
1,302.10
284.28

1,325.78

2,611.35

635.39

536.85

337.57

512.66

1,976.26

528.22

357.52

11,935.16

1,912.55

928.67

662.27

645.33

339.03

298.4

810.75

27940.1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
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催收暨招商公告

■■■■■ ■■■■■ ■■■■■

今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
三”活动将于4月6日至4月9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和五指山市举办。

今年五指山主会场的祭祀袍隆扣
大典将于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在水
满乡黎峒文化园举行。祭祀大典的乐
舞告祭将采用专业的演出团队，呈现出
庄重的现场氛围，使祭祀更具仪式感更
加震撼。此外，乐舞告祭以黎族传统祭
祀舞《共同舞》等祈福类舞蹈为基础，以
传承民族文化为主线，力求思想内容和
艺术形式高度统一，更好地表达黎族百
姓对祖先的崇敬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执
着追求。

陵水作为今年海南“三月三”的主
会场之一，活动内容设置更有亮点和创

新。据介绍，陵水主会场活动主要呈现
五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活动范围广。以
县城主会场为中心，在乡镇分设分会
场，开辟多条特色旅游线路：坡村红色
印记文化体验、本号镇大里黎苗文化主
题系列活动、英州清水湾乡村休闲系列
活动、乡村旅游采摘系列活动、黎苗风
情婚礼等，突出民族元素和地方特色，

“三月三”期间结合陵水各乡镇特色策
划多款休闲旅游产品线路，让游客能全
面体验陵水特色，让喜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和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传递到全县
的每一个角落。二是活动内容多。主
会场21项活动、乡镇分会场5项活动，
包括民歌对唱、竹竿舞大赛、传统体育
竞技和趣味活动、黎锦苗绣技艺展示及

比赛等将精彩上演。三是晚会规格
高。晚会邀请知名导演执导，聘请知名
制作团队对现场视觉效果进行包装设
计。四是动与静相结合。除了20余项
民族民俗活动，陵水还设计了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展和民族书画展等活动。创
新设计的“图腾迷宫”将黎族文化和迷
宫游戏结合起来，使游客在游玩中增长
民族文化知识、体会民族文化魅力。五
是活动精神“有流传”。陵水启动了黎
苗风情商业街项目建设，届时将在此开
展民族美食评比、米酒调酒大赛、黎锦
染织体验等8项活动。“三月三”活动结
束后，图腾迷宫和民族风情街将被保
留，成为展现陵水特色黎苗文化的一个
重要窗口。

（本版策划、撰文/刘超）

又到一年“三月三”狂欢盛宴等你来约！
主会场：陵水和五指山 时间：4月6日至4月9日

“三月三”节庆活动掠影。 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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