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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告
王海玉租户:

2016年8月18日，李及先与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依据合
同约定，李及先将位于海口市玉沙路“玉沙国际”2304号房屋出租
给你，租期至2018年9月5日。2018年，李及先将该出租房屋所
有权转让给我司，2018年3月，我司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房屋
转让事宜事前李及先、我司以及小区物业公司也当面告知了你)。
目前，租期早已届满。我司通过多种方式均无法联系到你。望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七日内，到我司结清拖欠租赁费、我司代付物
业管理费，立即搬走仍堆放在租赁房屋中的所有物品。逾期，我司
将视为你无条件放弃该遗留物品所有权利;同时我司保留继续向
你追讨拖欠租赁费、物业费以及其他损失的权利。特此公告!

海南启程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李及先

2019年6月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6HN007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每辆车保证金为10000元，公告期为：2019年 6月6日至
2019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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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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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6月6日

车牌号
琼A0660A
琼C19869

厂牌型号
丰田牌GTM7200G
东风日产牌DFL7201AA

登记日期
2007.9.28
2008.5.30

行驶里程（公里）
144244
变更里程数

排量
2.0
2.0

挂牌价（元）
20000
15000

中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9号海南

省人民医院门诊楼一楼西北侧220平方米商业
铺面便民服务项目

中标候选人名称：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1731618.00元/3年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7号

海南和正招标有限公司
2019年6月6日

公开征集保险公司
为了保证公司生产机械、建筑设备、作业生产的安全，根

据实际生产需求，现向社会各保险公司公开征集我司《一切财
产险》的保险公司，我司需要投保的资产如下：

地址：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系：黄先生 13337588998
征集截止日期：2019年6月7日

2019年6月6日

资产清单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集司仓库货物
集装箱

集司堆场货物
合计

资产价值（元）
87，473，798.92
474，476，000.00
220，000，000.00
200，000，000.00
80，000，000.00

1，061，949，798.92

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无偿收回93.15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批复》（东府函﹝2019﹞76号）,现决定无偿收回海南东方众邦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方市八所镇东方大道南侧，土地面积为
62100.31平方米，宗地坐标为：J01(X:109983.029;Y578878.029)、
J02(X:110004.819;Y： 579077.807） 、 J03(X： 109692.000；
Y：579076.000)、J04(X:109680.000;Y:578872.000)，国土证号为：
东方国用（2011）第01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注销原土地使
用者的土地登记，原土地使用者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本公告期限为发布本公告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如对本公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注销土地登记事
项有异议者，需在公告期内以书面形式反馈至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电话：25582051）。公告期满后，
我局将注销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特此公告。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6日

关于琼海市嘉积镇泮水村委会第八村民小组
商住楼修建性详细规划及报建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市嘉积镇泮水村委会第八村民小组，项目位于琼海市
嘉积镇金海北路西侧内进。用地面积为9600平方米（约14.4亩），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17766.07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14388.9m2）,容积率
1.499，建筑密度21.15%，绿地率45.1%，停车位96个。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6月6日
至 6 月 17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gt/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
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
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
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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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持有的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11户企业债权
进行组包或单户处置。拟转让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251,518,
711.64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181,360,571.96元，应收利息人

民币70,158,139.68元，债权计算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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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项目名称
海南阳光美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南大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惠宏实业开发公司

文昌县康大旅游服务实业有限公司
琼海正达实业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有利工贸公司
南岸渔业公司

万宁县南新矿产品加工厂
澄迈县财贸贸易公司工程车队
海南金三角旅业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150,000,000.00
14,000,000.00
3,754,000.00
6,000,000.00
2,235,000.00
905,571.96
500,000.00
238,000.00
350,000.00
378,000.00

3,000,000.00
181,360,571.96

利息
0

17,294,363.47
3,601,930.83
17,132,793.33
8,916,780.00
4,074,152.85
2,183,373.00
777,125.00

1,330,929.60
1,423,641.60
13,423,050.00
70,158,139.68

债权本息合计
150,000,000.00
31,294,363.47
7,355,930.83

23,132,793.33
11,151,780.00
4,979,724.81
2,683,373.00
1,015,125.00
1,680,929.60
1,801,641.60

16,423,050.00
251,518,711.64

基准日
2019/5/31
2004/10/20
2004/11/20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31
201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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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
约定计算截止基准日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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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至2019年7月4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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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粤海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G06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风貌，提升城市天际线景观，经报市政府同

意，我局拟按控规调整程序对粤海片区G0602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
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7月18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j.haikou.gov.cn）；海口
日报；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谢玉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6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2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如

下标的：1、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1层103房，建筑面积
1704.44m2，参考价：6818万元，竞买保证金：682万元；2、海口市滨海
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第二层商铺，建筑面积：2538.46m2，参考价：
7616万元，竞买保证金：762万元；3、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A
栋第三层商铺，建筑面积：2538.46m2，参考价：5078万元，竞买保证金：
508万元。以上商铺总建筑面积：6781.36m2，总分割土地使用权面积：
1855.51m2。整体拍卖优先，整体参考价：1.9512亿元，竞买保证金：
1952万元。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至6月24日；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
现状净价拍卖，办理产权转移产生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标的物
部分商铺存在租赁。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24日17:00前将竞
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
到 我 司 办 理 竞 买 手 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
18508955059 李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90606期）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6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
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并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原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
CY02-13-04地块内，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507.6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507.47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
测定界图。该宗地为三亚易视芯置业有限公司三土房（2013）字第08663号、三土房（2013）字第08664号权属用地与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三土房（2014）字第16759号权属用地之间的一块缝隙地，面积较小且形状不规则，难以单独开发建设，为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应
纳入原控规CY02-13-04地块内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2018年10月23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创意产业园控规CY02-13-04
地块内507.66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说明该宗地属于国有存量用地。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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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三亚市规
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7〕330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规定，鉴于原创意
产业园控规CY02-13-04地块位于原三亚创意产业园内，且用地规划
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代码：R2)，拟规划建设商品住宅项目，属房
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因此不设定出让控制指标。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
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原三亚市创
意产业园控规》，鉴于该宗地为两块已发证权属用地之间的一块缝隙地，
面积较小且形状不规则，须与原控规CY02-13-04地块统一规划、统一
开发建设。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原三亚市创
意产业园管委会（现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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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节约集
约高效利用土地，竞买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地使用权，须与原
创意产业园控规CY02-13-04地块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具有下列
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
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
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
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
买保证金人民币187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
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
年 6月 6日至2019年 7月 3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
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

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7
月 3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7月 3日17时30分前确
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
间为：2019年 6 月 26 日09时00分 至 2019年 7 月 5 日16时3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
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
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
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
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
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
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
届时变更公告为准。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5日

控规
编号

CY02-13-04
合计

土地面积
（m2）
507.66
507.66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用地规划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70
/

容积率
≤2.0
/

建筑高度（m）
≤60
/

建筑密度（%）
≤25
/

绿地率（%）
≥35
/

评估单价
（元/m2）
6127
/

评估总价
（万元）
311.0433
311.0433

规划指标

美国军方官员3日向媒体确认，
美军上月向中东派遣的“亚伯拉罕·林
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至今没有穿过
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

美军当天邀请美联社等媒体参观
“亚伯拉罕·林肯”号。这次媒体采访
活动安排的时机耐人寻味。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说，美方愿意

“不预设条件”与伊朗对话。
美联社报道，记者们当天在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集合，经过两个小时飞
行，降落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上，参观停留大约4个小时后返回。

“亚伯拉罕·林肯”号当天在阿曼以东
320公里的阿拉伯海水域。

问及“亚伯拉罕·林肯”号为什么
不进入海湾，打击群指挥官约翰·韦德
说，他的部下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执行命令”，但他拒绝说明“命令”
内容。

“亚伯拉罕·林肯”号指挥官帕特
南·布朗则回答：“你不想无意中让事
态升级。”

美军5月上旬派遣“亚伯拉罕·林
肯”号航母打击群和B-52型轰炸机
特遣队前往海湾，随后进一步部署两
栖攻击舰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作
为支援，以应对所谓伊朗对美国的“可
信威胁”。美国5月下旬宣布向中东
增兵大约1500人。

“亚伯拉罕·林肯”号的随行美军
战舰包括“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
巡洋舰、“伦纳德·梅森”号驱逐舰、

“尼采”号驱逐舰和“莱特湾”号导弹
巡洋舰。

“亚伯拉罕·林肯”号最有名的一
次露面是在2003年5月1日。时任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当时在这艘
航母甲板上宣告伊拉克战争军事打击

“任务完成”。

美国航母和战舰以往穿过霍尔木
兹海峡进入海湾并不鲜见。上一艘进
入海湾的美军航母是“约翰·斯滕尼
斯”号，去年12月驶入海湾，接替去年
3月离开的“西奥多·罗斯福”号。暂
时不清楚“约翰·斯滕尼斯”号是否还
留在海湾。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美军这次向
中东派出“亚伯拉罕·林肯”号，以应对
所谓伊朗构成的“迫在眉睫威胁”，却
并不抵近海湾，不同寻常。

同时，美军没有停止“秀肌肉”。
美国空军2日发布消息，出动一架B-
52轰炸机，与“亚伯拉罕·林肯”号配
合训练，训练课目包括“模拟打击”。
美联社记者3日看到多架F/A-18型

“大黄蜂”战斗机在航母上空演练。
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段时间后，美国

立场似乎又有变化。蓬佩奥2日说，
美方愿意“不预设条件”与伊朗对话，

但美方促使伊方“改变行为方式的努
力”不会停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近来再次提及与伊朗对话的可能性。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2日说，美
方就对话是否预设“前提条件”以及是

否与伊方“开战”的说法反复变化。伊
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
3日回应道，美方解除制裁以前，伊方
不会与美方对话。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敲山震虎？

美国航母至今没有开进海湾

6月4日，在泰国首都曼谷，新未来党党首塔
纳通在为泰党等7个党派宣布支持他竞选总理后
出席新闻发布会。

泰国人民国家力量党4日在曼谷宣布将与5
个小党派一起支持现任总理巴育为新任总理，为
泰党、新未来党等7个党派同日宣布支持新未来
党党首塔纳通，两人将在5日国会表决中竞争总
理之位。现年40岁的塔纳通是泰国华裔，中文名
庄海文，原为泰国一家大型汽车零配件公司执行
副总裁，2018年宣布参政组建新未来党，并在今
年的大选中带领新未来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新华社发

40岁华裔政坛新星
竞争泰国总理之位

埃及北西奈省一检查站遭袭
至少8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

据新华社开罗6月5日电（记者李碧念）埃
及中东通讯社5日报道说，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
市一检查站当天遭武装分子袭击，至少8名安全
部队人员死亡。

一名安全部队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一名安全部队官员、6名士兵和一名外围警戒
人员在袭击中死亡，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打
死。袭击还造成3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伤员已
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目前，埃及军方和警察已包围该检查站，正在
附近区域搜寻逃匿的武装分子。

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在习
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俄语版）5日在莫斯科正式上线
开播。全俄广播电视公司新闻频道和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俄语新闻平台
同步推出了这一系列节目。

作为中俄建交70周年的一项重

要媒体交流内容，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制作的这部视频专题作品，精
心选取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文章
和谈话中所引用的名言名句和历史
故事，围绕“为民”“立志”“明德”“孝
道”“互利共赢”等不同主题，生动展
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刻理解和从中汲取治国理政

智慧理念。
此前，《平“语”近人——习近平喜

欢的典故》已经被编译成英语、日语、
韩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
发布，获得海外受众广泛好评。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在开播式上表
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俄语版）的播出上线，不仅为俄罗
斯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的思想和魅力
打开了一扇直观的窗户，也能让俄罗
斯民众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
化经典。

全俄广播电视公司总经理多布罗
杰耶夫在致辞时表示，这一节目在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俄罗斯之际播

出，体现出习近平主席深受俄罗斯人
民的喜爱和敬重，见证了两国媒体和
人民的互信不断加深。

据悉，《平“语”近人——习近平
喜欢的典故》（俄语版）还将在圣彼得
堡大亚洲电视台、圣彼得堡新城电台
的主要频道频率以及各新媒体端口
播出。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俄语版）上线开播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资料照片)。 新华社/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