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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4)海南一中执恢字第25-18号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1995) 海南民二初字第42号民事
判决，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洋浦天森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原申
请执行人海南明海投资公司、海南日森置业公司申请而变更申请执
行人)、海南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四方投资公司、
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厚南旅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已协助本院将其有偿收
回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琼山国用(龙桥)字第096号土
地证项下 131978.41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款中的
17490078元转入本院账户。现海南洋浦天森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依据(1995) 海南民二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将上述款项转付
给其用于清偿本案债务。如对上述海南洋浦天森投资有限公司申
请付款事项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书
面意见。特此公告。本院地址:海口市白驹大道 8 号 邮编:
570203联系人:王海刚 联系电话: 65301133 2019年4月2日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协议约定计算
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诺。上述
债权有土地使用权等提供抵押；有公司法人提供连带担保。具体
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
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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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6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
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4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海域阳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商丘市德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琼海正达实业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金三角旅业有限公司

工商登
记状态

存续
存续
存续
吊销
吊销
-

企业类型

有限
有限
有限
有限
有限
-

诉讼情况

未诉讼
未诉讼
未诉讼
未诉讼
未诉讼
-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

本金
60,000,000.00
60,000,000.00
30,000,000.00
905,571.96
3,000,000.00
153,905,571.96

利息
0
0
0
4,074,152.85
13,423,050.00
17,497,202.85

合计
60,000,000.00
60,000,000.00
30,000,000.00
4,979,724.81
16,423,050.00
171,402,774.8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采取组包方式对我司持有的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等5户企业债权进行组包处置。截至2019年3月31日，拟转让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171,402,774.81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
153,905,571.96元，应收利息人民币17,497,202.85元，2019年3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可能产生的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和违
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公开择优比选一家招标代
理机构，组织实施我司位于北京市史家胡同26号资产改造装修
工程设计及施工招标代理工作，欢迎有意向的招标代理公司报名
参与。

我司按照比选条件组织对比选申请人进行综合评分，从中择
优选中招标代理机构一家。

一、招标代理机构基本要求
（一）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

一的工商营业执照。（二）在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招标代理
备案，具备进入北京市有形建筑市场组织招标的能力。（三）参加
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记录。（四）具
有较强实力、丰富从业经验和良好社会信用。（五）本次比选不接
受联合体参加。

二、报名提供资料

1、营业执照、招标代理资格证、办公房产证明、信用等级证
书、从业人员或专家资格证书、从业业绩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3、项目代理方案、单位介绍信
及申请书、无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书（原件）。

三、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5日17：00时，在我司现场报

名或通过邮递资料方式报名（以邮戳时间为准）。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口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楼，

邮编：570105
联系人及电话：潘女士 15298989818、66709637 李先生

15808932517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4月3日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关于有人伪造我司公章、假冒我司名义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重要声明
近日，我司发现有人持有假冒我司名义签署的关于出让位于

东方市八所镇东港路北侧的“丽景湾雅居”商住楼房屋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对此，我司郑重声明如下:1.在本声明发布之前，我司
从未与任何人签订过关于“丽景湾雅居”商住楼房屋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2.我司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我司签订关于“丽景湾雅居”
商住楼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3.我司也从未收取过“丽景湾雅
居”商住楼房屋的所谓“购房款”4.假冒我司名义签署的关于出让

“丽景湾雅居”商住楼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与我公司无
关，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实际行为人自行承担。如当事人发
现上当受骗，可向公安机关直接报案。特此声明

东方隆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4月3日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51%股
权。一、基本情况。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
月1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一家从事危险货物专用运输的企
业。公司以海口为中心，辐射全省18个市县，主要承担我省部分加
油站的配送业务，部分渔船、小型船运船舶的油料配送、饭店、排挡
及家用瓶装石油液化汽的配送业务。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账面资产总计约为1883.19万元，负债总额约为
946.92万元，净资产约为936.27万元。二、挂牌价不低于人民币

765万元。三、公告期为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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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
hainan.gov.cn/ggzy/）查询。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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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 黄小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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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挂牌公告项目编号：QY201904HN0044号

世贸组织大幅下调
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由此前的3.7%下调至2.6%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2日电（记者凌馨）世
界贸易组织2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数据与
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3.7%大幅下调至2.6%。

世贸组织表示，受贸易摩擦升级和经济不确
定性加剧等因素影响，2018 年全球贸易增长
3.0%，远低于预期，而且今明两年全球贸易增长
仍将面临巨大压力。

4月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乘车离开议会
大厦。当日，英国议会下院举行第二轮“指示性投
票”，就包括“关税同盟”“共同市场2.0”等在内的4
种“脱欧”方案的动议进行表决。投票结果显示，4
种方案均未获得多数议员支持。 新华社/法新

英国下院再度表决“脱欧”替代方案
无一方案获得多数支持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要求
取消瓜伊多议员豁免权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4月1日电 （记者徐烨
王瑛）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莫雷诺4月1日宣
布，最高法院将向制宪大会申请取消议会主席瓜
伊多享有的议员司法豁免权。他强调将对瓜伊多
继续执行出国禁令。

莫雷诺说，瓜伊多公然“蔑视”并违反最高法
院今年1月对其实施的出国禁令，最高法院因此
作出上述决定。此外，最高法院还决定，将对瓜伊
多处以200个税收单位罚款，并继续对其采取限
制措施直到所有调查完成。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1月23
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任

“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个国家承认。

4月1日，在尼泊尔巴拉区，人们悼念在风暴
中丧生的亲人。尼泊尔南部3月31日晚遭受风
暴和雷电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20余人死亡、数
百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尼泊尔遭风暴雷电袭击
至少2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朱基钗）截至4月1日，十九届中央第
三轮巡视15个巡视组完成对3个中
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的进驻工作，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全面展开。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三
轮巡视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
局等3个中央单位，以及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42
家中管企业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根据要求，中央巡视组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十九届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
决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任务，按照政治巡视“六围
绕一加强”和“五个持续”总体要求，突
出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结合中管
企业、行业、部门特点和规律，聚焦党组
（党委）政治责任，重点围绕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检查被巡视党组（党委）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情况，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围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检查落实“两个责任”情况；围绕贯
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检查落实党
建工作责任、加强组织建设和选人用
人情况；围绕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据悉，本轮中央巡视，15个中央
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

月。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
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
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
截止到2019年6月10日。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全部进驻

截至4月2日，木里森林火情已
得到有效控制，当地正全力扑灭余
火。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
雅砻江镇立尔村村委会的前线指挥
部办公室，记者采访了部分干部群
众，还原火灾救火的三天三夜。

凌晨4时集结
灾情就是命令

3月30日17时20分左右，木里
县雅砻江镇喇嘛寺沟附近出现雷雨
天气，降雨仅仅持续了30秒，但雷声
不断。当天正带队在镇上搞森林防
火宣传检查的雅砻江镇副镇长兼武
装部长王鑫，同时接到当地村民和下
乡干部报告，喇嘛寺沟附近出现6处
疑似烟点。王鑫立刻召集扑火队和
村民、民兵分兵多路赶往现场排查。

木里山高路陡沟深，排查人员花
费5个多小时才到达烟点，其中5处
已经排除险情或被直接打灭。30日
23时50分，一队人员爬上喇嘛沟山
顶时，看到立尔村田火山山顶燃起了
明火。王鑫立刻组织首批扑火力量
19 人往山顶赶去，同时向上级报
告。31日凌晨4时，雅砻江全镇的扑
火力量已在立尔村集结。

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木里县县长
伍松告诉记者，该县于30日18时28
分向上级报告了火警，确定火情后立
即集结了12个乡镇和木里森工企业
近600人连夜出发开始扑打，同时森
林消防总队木里大队、西昌大队也纷
纷向立尔村赶来。

木里县，县名意为“森林的故
里”，这个名字里都带着“木”字的藏
族自治县被称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
之眼”。全县1.3万多平方公里，森林
覆盖率达67.3%，活立木（意为立着
的成活树木）资源占四川省6%、全国
0.7%，是全国森林蓄积量最大的县。

参与扑火的中铺子村上铺子组
队长龙生说，当地村民靠山吃山，每
个人都有保护大山的责任。一有险
情，村民就会自觉按指挥参与扑火。

凉山州森林防火压力也与日俱
增，仅刚刚过去的3月份，凉山就发
生3起火情，其中就包括此次木里火
灾，而每年3月底到5月初的高危期，

全州发生的火情都有20起左右。
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介绍，除森

防专业力量外，他们在全州范围内建
立了地方半专业“打火队”，由村民和
民兵组成，平时务农，闲时训练，像木
里这种森林大县，更是每个乡镇都成
立了“打火队”，每个村都有打火队
员，确保有险情能随时随地出动。

罕见“爆燃”发生
山脊腾起“蘑菇云”

此次木里火灾，最让人心痛的是
30名扑火人员牺牲。

“可以肯定的是，罕见的‘爆燃’
是此次火灾人员伤亡的最重要原
因。”凉山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专
职副指挥长谢世恩说，一是本地区已
有半年连续干旱，少雨雪，风干物燥；
二是木里大部分都是原始林区，长期
枯枝落叶形成的地面腐质层较厚；三
是因为林地有火，会顺着腐质层形成
热传递，加热过程中腐质层会产生大

量甲烷、乙炔、乙烯等可燃气体，加之
风的作用，形成热浪，到一定燃点的
时候就形成爆炸。“这种情况是所有
火灾中最危险的，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一个向指挥部报告发生“爆
燃”的是王鑫，他是死里逃生的17名
扑火人员中的队长。“我们与森林消
防西昌大队在山脊汇合后接到指挥
部命令，要求所有扑火人员于31日
当天下到山脚集结。接着我带领16
名队员选择山脊左边一条陡峭的坡
道下山。”王鑫说，“西昌大队由于携
带装备较多，选择山脊右边的一条相
对缓和的坡道下山，我们目送他们转
下山脊，没想到这一眼竟是永别。”

当时，王鑫和16名队员往山下挪
动了半个小时后，突然感到一阵风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山脊轰然炸响，火
墙一下子窜得看不到顶，山脊上的树
木很快就被烧毁。大家直接往地上一
坐，顺着坡道往下溜。数秒之后，刚才
所在的地方已被火海吞没。

“我打火18年，这辈子都没见到

过这场面。”队员龙生现在想起来还
十分后怕，“石头都烧炸了，当时感觉
死定了。”

直到4月1日凌晨，王鑫和队员
们赶回到位于立尔村的前线指挥部，
报告了他们看到的一切，为指挥部的
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

伍松介绍，31日下午指挥部发
现火从山顶往下烧，当时总体想法是
把力量调度下去，31日晚上集结，4
月1日凌晨动手扑灭明火。但在调
度过程中，扑火队员从山顶往下走时
遭遇“爆燃”。

31日21时，指挥部组织森防队员
和村民上山寻找，但当时已无法越过
火线。4月1日凌晨，指挥部又组织力
量想方设法突破火线封锁，于当天8时
发现第一具遗体，17时发现最后一具。

火情得到有效控制
民众沉痛悼念英雄

4月2日上午，木里森林火灾仍

在紧张处置中，现场温度 10 度左
右。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时有吊着大
水桶的直升机从山巅轰鸣而过。据
了解，当天有5架“米26”“K32”等型
号直升机参与灭火，其中有 2 架

“K32”是应急管理部紧急从云南调
集增援。据悉，3日到4日可能出现
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也做好了随时人
工降雨准备。

在前往火场的山脚下，一大早
就集结了40多个雅砻江镇里尼村
的救火村民，不少人骑着摩托车带
着干粮。村民边玛拉西说，从山脚
到火场，体力好的、不负重还得走5
个多小时，山上缺水，村民主要是
上去砍出隔火带。为了解决大家
的山上饮水，得用比小拇指还细的
管子从很远地方的一条小河引水。

中午 12 时左右，现场传出好
消息：火场、火情已经得到有效
控制！

“目前过火面积15公顷左右，参
与扑火600人左右。今天风向偏南，
风力4级左右，森林火险等级也是4
到5级，扑打条件中等，同时人工增
雨作业随时准备着。如果气象条件
不出现大的变化，应该说这场火基本
上我们心中有数。但是余火方面，由
于山型地质条件十分复杂，要进一步
处理。”伍松说。

从1日凌晨开始，前线指挥部就
安排将牺牲英雄的遗体运回西昌。
伍松说：“我们从1日下午开始组织
各个乡镇的打火队，每8个人一组将
遗体运下山，1日深夜起遗体陆续运
往西昌市。”

得到消息的西昌民众从2日凌
晨开始，就自发上街悼念牺牲的灭
火英雄。在高速公路出口，迎接英
雄的市民很多，大家默默地站在道
路两旁，沉痛悼念，并高喊“英雄一
路走好”。

木里火灾发生后，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和四川省启
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各方
力量的汇集，使火情得到有效处置。
记者获悉，4日西昌将举行牺牲扑火
英雄的悼念活动。

（新华社成都4月2日电 记者
江毅 萧永航 刘坤）

罕见“爆燃”致伤亡 火情已有效控制——

还原木里森林火灾救火的三天三夜

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部分牺牲
人员遗体于4月2日送抵西昌市殡仪馆，当地群众自发到殡仪馆悼念牺牲的扑火人员。 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