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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5HN006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以下房产：

公告期：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29日。标的现
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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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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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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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标的名称

水云天小区
1 幢 10C 号
房

吉 兴 公 寓
311号房

吉兴公寓二
层铺面

万泉河·温
泉小镇 A8-
2-702房

万泉河·温
泉小镇 A8-
2-802房

地址

海口市丘海大
道56号

海口市得胜沙
75号

海口市得胜沙
75号

琼海市嘉积镇
温泉官塘开发
区

琼海市嘉积镇
温泉官塘开发
区

建筑面积
（m2）

218.55

59.39

387.04

91.43

91.43

挂牌底价
(元)

2709124

562156

3672042

1036706

1041937

保证金
(万元)

85

20

110

35

35

长影（海南）娱乐有限公司
2019年第3次股东会会议通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决定于2019年6月3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长影（海南）娱乐有限公司2019年第3次股东会会议,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3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2号秀英区政府三
号楼四楼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人员:1.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
托代理人；2.公司董事、监事。四、会议审议事项。1.拟议公司股东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持有公司40%股权予公司股
东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宜。2.变更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事宜。3.修改公司章程事宜。

联系人:周衍伟 电话:18855116656
长影（海南）娱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5月22日

00:00-06:00对南海云网闸进行补丁升级优化和应急切换

演练，本次操作对南海云业务没有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客户服务

热线68722222或10000+9后进行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19年5月17日
00:00-06:00对业务云枢纽节点进行升级优化，对行业短
信、翼支付红包、翼支付公众号、翼机通、宽带加油站、渔汛E
通、校园和军营WIFI认证等业务有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客户服务
热线10000进行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公 告

五指山养老服务中心公开征选运营方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5HN0070

受委托，现公开征选海南省五指山市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方，
对该养老服务中心进行统一运营管理。

一、标的简介：
五指山市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冲山农

场，项目占地面积14亩，一期工程已建成总建筑面积6804.45m2，
总床位178个，其中老年人养老床位132床、敬老院20床、孤儿院
10床、儿童救助站16床。具体规模和内容包括：1、一栋养老服务
中心楼，地上五层，建筑面积5657.88m2；2、一栋儿童福利中心及
救助站，地上二层，建筑面积约842.79m2。3、其他配套建筑及设
备。(详细情况以现场勘查为准）。

二、项目招商内容：
为加快五指山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完善五指山市养老服

务中心的养老配套设施，扩展养老服务功能，提高五指山市养老
服务质量，现公开征选具有养老服务等方面经验的企业法人对五
指山市养老服务中心进行投资及统一运营管理，投资金额不低于
900万元。

委托营运期及管理发展资金：委托运营期限为15年；免收运
营方3年管理发展资金，运营方从第4年开始缴纳30万元管理发
展资金，从第5年起以上年度管理发展资金为基数每年按5%递
增。运营管理期间不得私自转包。

三、确定合作方办法：通过综合评审方式确定运营方。
四、公告期：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6月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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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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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催告函
下列债务人请自公告之日起向我司清偿下列所欠债务

及相关利息。

单位

海南省财信总公司

海南省国际信托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香港华海有限公司

海南省食品工业公司

海南省二轻总公司

债权金额（元）

4，874，201.21
75，418，851.64
11，682，666.00
4，834，389.80
96，237，458.11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6月22日10时至2019

年6月23日10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口市金垦路39号b1栋504房产起拍价：140

万元，保证金：14万元，增价幅度：0.3万元；二、凡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购买；三、自2019年5月

19日10时至2019年6月19日10时止接受咨询；四、标的物以实

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

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五、拍卖余款请在拍卖成交后七个工作日内交入法院指定账户。

关于拍卖海口市金垦路39号b1栋504房产的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通 知
海南警鑫实业发展总公司：

你与我司原海南省国营东和农场1993年7月3日签订二

份《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和一份《（捐助）协议书》及

1993年8月12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合同和协议签订后，

你单位未履行合同义务，满两年未投入资金开发建设，根据上

述合同书第7条第2、3款的约定，由于你单位的违约行为，上

述合同书已自行解除，海南省国营东和农场有权终止合同收

回土地使用权。由于你单位下落不明，现公告通知你单位：上

述合同和协议已自行解除，我公司依约收回土地使用权。

特此通知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国有产权（资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5HN0071

受委托，按现状整体挂牌转让琼中绿科农果业有限公司一
批拟报废处置机器设备,该批设备主要包含厂房内空调、电脑控
制室、冷库钢架、空压机、电瓶车、手动搬运车、汽车衡、绿橙生产
线等9项设备，详见《资产评估报告书》。

挂牌价格为38390元，公告期：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
5月3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
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
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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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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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琼中土地及房屋公开挂牌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5HN0072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乌石
村委会琼中绿科农果业闲置土地及房屋整体进行公开招租，
土地面积：26897m2（约40.34亩），建筑物面积：3575.44m2，
租期五年，挂牌底价为424949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5月
17日-2019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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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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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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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关于邀请参与东寨港大道北段
项目安置区配套工程勘察的公告

东寨港大道北段项目安置区配套工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

镇东寨港大道东侧，总用地面积约30亩，总投资1866.63万元，建安

费1553.95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勘察单位，请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5

月21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海口市美兰区招商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焕 联系电话：13876377021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补充公告

我局于2019年5月15日刊登在《海南日报》B02版的《五指山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五自规告字〔2019〕3号），

现就公告中"八、其他事项："补充公告内容如下：（九）本次出让地块

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人必须用于发展五指山市雪茄烟叶初加工

满5年，否则政府将无偿收回该宗土地，项目产业类型为烟草加工

业，产业标准需符合烟草加工业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7日

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记者
周舟）美国政府15日发布针对华为等
公司的限制交易令。华为对此回应
说，限制华为不会让美国更安全，也不
会使美国更强大，只会使美国在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名为“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
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宣布进入
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禁止在信息
和通信领域进行所谓“可能对国家安
全构成风险的交易”。

美政府发言人在随后召开的电话
会议上称，美商务部将在150天内制

定具体规则，法规效力追溯到自行政
令发布后的所有发起、待完成和已完
成的交易。

美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同日
发表声明说，将把华为及其附属公司
列入“实体清单”，清单上的企业或个
人购买或通过转让获得美国技术需获

得有关许可。但如果美国认为技术的
销售或转让行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
外交政策利益，则会拒绝颁发许可。

华为15日在发给新华社记者的
一份声明中说，华为是5G电信设备
领域无可比拟的领导者，我们也愿意
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

施。如果美国限制华为，不会让美国
更安全，也不会使美国更强大，只会迫
使美国使用劣质而昂贵的替代设备，
在5G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
最终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不合理的限制也会侵犯华为的权利，
引发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

美国政府发布针对华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令

华为回应：这么干不会让美国更安全

这是2012年4月1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
霍克（前）参加中国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新
财富杯”高尔夫邀请赛时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5月15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布克”防空
导弹系统在“米列克斯-2019”国际武器装备和
军事技术展上展出。第九届白俄罗斯“米列克
斯-2019”国际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展15日在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幕，共吸引了包括白俄罗
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等10个国家约
170家参展商参加。 新华社/美联

第九届白俄罗斯军工展在明斯克开幕

伊朗国防部长：

伊朗做好全面军事准备
应对外部威胁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15日电 伊朗
国防部长哈塔米15日表示，伊朗武装
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应对外部威胁。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
社报道，哈塔米当天在德黑兰的一场
退役军人集会上发表讲话说，伊朗国
防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军事防御
状态，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

近段时间，伊美关系持续紧张。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不再给予部分
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
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后又宣布制
裁伊朗钢铁、铝、铜等产业。此外，美国
还宣布向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
肯”号航母战斗群、B-52战略轰炸机和
船坞运输舰等以应对“伊朗威胁”。

欧洲议会选举在即

欧委会主席潜在人选最后“激辩”

参加23日至 26日
欧洲议会选举的6名主
要党团候选人15日作选
举前最后一轮辩论。

作为下任欧洲联盟
委员会主席的潜在人选，
候选人当天就欧盟改革、
企业所得税和气候变化
等议题进行激烈辩论，阐
述各自立场，同时呼吁选
民积极投票。

这场辩论时长90分钟，由法
国、德国和芬兰籍主持人向6名候
选人提问，经由欧盟成员国一些电
视台和网络媒体播出。

辩论者是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的
曼弗雷德·韦伯、中左翼欧洲社会党
的弗兰斯·蒂默曼斯、自由党议会党
团的玛格丽特·韦斯塔格、中右翼

“疑欧”派保守与改革党团的扬·扎
赫拉迪尔、绿党党团的斯卡·凯勒和

“欧洲左翼党”的尼科·库埃。
他们中的一人有望接替让－克

洛德·容克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欧委会主席人选一般由赢得欧洲议
会选举最多议席的政党推荐，须经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认可。

极右翼政党候选人没有参与当
天的辩论。路透社报道，在场候选人
都声言反对分裂欧盟，把英国树为反
面典型。决意“脱欧”近3年后，英国
下周依然需要参加选举，而选民支持
的议员即便胜选也可能无法就任。

其中，蒂默曼斯对英国的抨击
最猛烈：“看看‘脱欧’造成的分歧给
英国带来什么。当今英国看着像是
吃了激素的《权力的游戏》，这全由
分裂性政治造成。”《权力的游戏》是
美国电视连续剧，充斥权谋和争斗。

韦伯认为，“面对民族主义者和
利己主义者”，现在理应捍卫欧盟理
念。韦斯塔格则呼吁选民用好手中
权力，积极投票。

美联社援引民意调查结果分析选
举形势，推断主流党团有望继续掌控欧
洲议会，但可能把部分议席输给极右翼
政党，特别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党。

欧洲人民党目前是欧盟第一大
跨国政党联盟。德国人韦伯是下任
欧委会主席最热门人选，已获德国总
理安格拉·默克尔支持。

德新社报道，韦伯当天阐述政策
主张时强调欧盟须保持团结，以应对
青年失业、非法移民和气候变化等挑
战。但他主张以加大技术创新投资方
式应对气候变化，遭遇蒂默曼斯质疑。

荷兰人蒂默曼斯现任欧委会第一
副主席，所属欧洲社会党掌握的议席
数量仅次于欧洲人民党。蒂默曼斯

认为，应引入煤油税和二氧化碳税。
不过，蒂默曼斯和韦伯在应对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方面所见略同，
认为欧盟面对美方胁迫应团结一致。

两人与欧委会分管竞争事务的
委员韦斯塔格观点相同，赞成征收企
业税。丹麦人韦斯塔格因对苹果、谷
歌和亚马逊等美国大型信息技术企
业的反垄断调查而闻名。

就改革现行欧盟体制，韦伯希望把
欧盟外交政策决策机制从“一致同意”
改为“多数同意”，以便迅速投入行动。

捷克人扎赫拉迪尔在参与辩论
的候选人中立场最“右”，主张欧盟

“去中心化”，希望赋予成员国政府更
多权力。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对英国“脱欧”的抨击最猛烈 热门人选希望决策机制由“一致同意”改为“多数同意”

驻日美军F－35战机撞鸟
损失超200万美元

美国军队驻日本部队一架F-35
型隐形战斗机起飞时撞上一只鸟，损
失估计超过200万美元。

美国海军陆战队15日一份声明
说，这架F-35B战机隶属海军陆战队
第一航空联队第十二航空大队，5月7
日在驻日美军岩国基地因“遭遇鸟类
撞击”而放弃起飞，随后安全滑行离开
跑道。飞行员没有受伤。

岩国基地位于日本山口县岩国
市，是驻日美军最大航空基地。社交
媒体流传的现场照片显示，一只形似
鹰隼的鸟卡在机身下方。

美国军方没有完成损失评估报
告，但把这起事件列为“A级”，意味着
战机修理费用超过200万美元。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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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悉尼5月16日电（记者郝亚琳）澳大利亚
前总理鲍勃·霍克16日于悉尼家中去世，享年89岁。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霍克的夫人宣布了这
一消息，表示家人将为霍克举行私人葬礼，并于下
周在悉尼举行追思会。

霍克1929年12月生于南澳大利亚州。1983
年，霍克领导工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
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至1991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工党总理。

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
届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标志
着这一组织正式成立。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
APEC 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霍克于
1978年首次到访中国，此后陆续访华上百次。

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