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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2013496397）股东会决定：
三亚太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拟续存分立。本公司名称由存续的公司延用，
因分立将新设“海南天山丽田实业有限公司”。分立后，存续公司三亚太华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0万元减资至5000万元，新设的
海南天山丽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根据《公司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分立/减资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海南天山丽
田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若本公司在分立/减资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
偿达成书面协议的，按照协议执行。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三十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45）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公司地址：三亚市南边海路南海山庄综合楼。
联系人：林波。联系电话：0898-88866222

三亚太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7日

三亚太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分立及减资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399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3992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9年7月29日10时至2019年7月30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文昌市文城镇文
新南里17号(原文城镇公园路)房产［产权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字
第 72050 号，建筑面积 3063.44m2］及文昌市文城镇公园路
508.62m2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文国用（2012）第
W0102881号］，起拍价:13707720元，竞买保证金:2500000元。
咨询时间: 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19年7月26日16时止接受
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9年7月29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
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人自行承
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
66130025 (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 0898 -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经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具体实施
办法公告如下：

一、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
本1,326,419,5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

二、分红派息日期:1.股权登记日：2019年
7月9日；2.除 息 日：2019年7月10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截止2019年7月9日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1.法人股东凭有效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书
（注明股利转账的股东开户行及账号）、法人身

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
权证，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股利转账手
续。2.自然人股东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委托办
理还需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权证、股东
本人的中国银行有效账号，到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办理股利转账手续。公司按20%的税率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自然人股东实际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0.80元。3.已办理《派发股利委
托书》的股东，公司将股利直接划入股东指定
的账户，请股东注意查收。未办理《派发股利
委托书》的股东，按照自愿的原则，法人股东凭
派发股利委托书（法人或委托人签字、盖公
章）、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股权证

到公司办理；自然人股东本人凭身份证原件、
股权证和中国银行有效账号到公司办理。 4.
股利派发时间：2019年 7月10日至2019年
10月11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
下午2:00-4:00）,节假日除外。逾期未办理
的，留存下年度派发股利时一起领取。

五、咨询联系方式：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华能
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金贸西路与丘海大道交
界处）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真：0898-68520728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口龙祥支行等3个网点办公家具采购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供应商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能力，是家具原厂商或唯一授权经销商。（二）供应商未被“信用
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三）供应商未被列入中
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禁入期内。（四）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
级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
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五）不同供应商的负
责人不为同一人且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六）业绩案例要求。
供应商须在2016年1月1日以来有成交金融机构的网点家具供
货项目（提供合同协议书或供货协议加盖公章复印件）。

四、报名资料：
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
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
内。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
公室。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
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
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
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6月27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分行提款箱采购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供应商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范围具备

提款箱自主生产原厂商或唯一授权经销商。（二）供应商未被“信
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三）供应商未被列入
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禁入期内。
（四）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
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
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五）不同供应商
的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且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
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
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

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
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
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
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6月27日

关于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澄迈供电局
债权债务确认通知公告

为顺利完成我局债务确认工作，请以下单位在登报之日起60个
工作日内前来我局核对确认，60个工作日后，仍未前来我局办理确认
手续的单位，我局将按照《民法通则》规定视为自动放弃该债权。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澄迈供电局 2019年6月27日

往来单位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单位名称
江西省送变电工程
有限公司
江西省送变电工程
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
海南圣象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海南有色工程勘察
设计院
北京思泰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莱芜市天达电力建
设工程有限任公司

事项
澄迈供电局永边—花场35千伏
送电线路新建工程
澄迈供电局永边—花场35千伏
送电线路新建工程
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10千伏及以下项目
澄迈老城供电公司电力生产调
度楼工程
澄迈老城供电公司电力生产调
度楼工程

澄迈供电局电力生产调度楼工程

澄迈供电局2013年配变终端安
装工程

款项性质

材料税金

施工费

设计费

装饰
设计费
勘察
设计费

审核费

施工费

公 告
尊敬的海南省政府12345热线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7
月3日00:00-06:00对海南省政府12345热线语音
网关平台进行升级优化，期间可能会瞬时影响海南

省政府12345热线通信。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6月27日

经琼山区政府审批同意，我局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中学教师20名,小学教师20名，校医3名，招聘人员
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时间2019
年7月4日上午09:00至2019年7月10日下午17:00，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考生应在报名时间
内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招聘岗位、资格条
件、具体要求及报名方法详见琼山区政府门户网站
（网址：http://qsqzf.haikou.gov.cn）的简章。

咨询电话：0898-65826136

海口市琼山区2019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
教 师 和 校 医 简 章

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
2019年 6月 27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夫人
梅拉尼娅25日经由“推特”宣布，她的
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将接替萨
拉·桑德斯出任白宫新闻秘书。

特朗普随后向媒体记者证实，他
25日早晨决定把这份工作给格里沙姆。

格里沙姆45岁，来自亚利桑那
州，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元老级”成员
之一，2015年成为特朗普的媒体助
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她一度担任副
新闻秘书，随后为梅拉尼娅工作。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属意格里沙

姆接替桑德斯的一个迹象是她被临
时加入陪同总统本周出访日本和韩
国的白宫团队；而任命消息由梅拉
尼娅宣布，说明特朗普夫人支持格
里沙姆升职。

梅拉尼娅同时宣布，格里沙姆将
出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这一
职位在比尔·夏因今年3月辞职后一
直由桑德斯兼任。

美联社报道，桑德斯的任期28日
结束，格里沙姆定于7月1日正式成为
白宫新闻秘书。她将是特朗普任内第

7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法新社报道，前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副助理米拉·里卡德尔去年11月因
专机座次安排与梅拉尼娅爆发冲突，
是格里沙姆率先“发声”，认定里卡德
尔“不适合在白宫供职”。里卡德尔随
后很快被“炒”。

多家媒体预期，格里沙姆接替桑
德斯后，白宫与媒体关系可能有所转
圜。暂不清楚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会
否在格里沙姆上任后恢复。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特朗普夫人“干将”将出任白宫新闻秘书
图
为
斯
蒂
芬
妮
·
格
里
沙
姆
的
资

料
照
片
。

新
华
社/

法
新

新华社华盛顿6月25日电（记
者邓仙来 刘阳）美国政府拟对约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的听证会25日进入最后一天。多家
美国企业代表呼吁政府不要对中国
产品加征关税，认为加征关税将导致
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受损，也无助于保
护美国知识产权和就业岗位。

“我们承受不起新一轮加税”“安
全问题不能妥协，中国产品无可替
代”“我们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我们
跟中国生意伙伴的合作关系非常融
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城南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大楼的会议室里，这
样的呼声反复响起。

6月17日至25日，美国政府拟对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
系列听证会在此举行。300多位行业
和企业代表从全美各地焦急赶来，向美
国政府“陈情”，恳请美国政府不要对
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他们表
示，与中国供应商多年的紧密合作不仅
带来了商业成功，更收获了友谊与信
任，他们希望两国尽早解决经贸摩擦。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来自全美服
装鞋袜、运动健身设备、移动电子设

备、盥洗用具、电器配件等行业的40
多名代表普遍认为，对中国商品加征
关税会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受损，由
于中国供应商具备价格和产能优势，
企业很难转移供应链。

一家位于纽约的袜子生产商表
示，对袜子加征25%关税将使公司面
临生存危机。一家主营桐油的企业表
示，中国桐油有特殊的品质，受到使用
者青睐。美国从中国进口桐油已久，
只有中国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加征新
一轮关税将损害美国企业竞争力。一
家锂离子电池生产商也表示，中国锂
离子电池产量巨大，技术领先，对锂离
子电池加征关税将使公司破产。

听证会期间，众多业界代表举着
告示板强调加征关税的危害，呼吁美
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
征关税。

听证会结束后，公众将有一周时
间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补充
意见。听证会召开之前，美国已有
520家企业和141个贸易协会联名
致信总统特朗普，敦促政府不要对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并回到谈
判桌与中国达成解决方案。

多家美国企业代表呼吁

不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华盛顿6月25日电（记者
周舟 徐剑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
长拉斐尔·莱夫25日在一封致全校的
公开信中说，针对华人“不公平的审
查”会“造成一种无根据的怀疑和恐
惧的有毒气氛”，对这所世界知名研
究型大学和美国造成伤害。

麻省理工学院官网公布了莱夫

的这封信。这一表态的背景是美
国华人科学家近来频频遭遇“排华
事件”，且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
和学者签证受到限制，引发美科学
界忧虑。

莱夫在公开信中说，“有教职员
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告诉我，
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他们遭到不

公平的审查、被污名化并受到排挤，
仅仅因为他们是华人”。

他说，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
这些遭遇让人不安，因为他们不仅
是学校的“模范成员”，也是“美国
社会杰出的贡献者”，然而他们觉
得自己得到的回报却是“普遍的不
信任和不尊重”。

莱夫说，这些行为和政策足以
传递出一个信息，即美国正在关上
大门，“我们不再想要去吸引世界
上最有进取心和创造力的人群”，
这与美国取得成功的历史不符，将
让国家及麻省理工学院付出长期
的严重代价。

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特
拉华大学等知名大学此前均发文重
申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认为基于
国籍而产生的怀疑会导致可怕的后
果。今年3月，哈佛大学校长劳伦
斯·巴科还表示，美中高校等教育文
化机构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对促
进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麻省理工学院反对美政府不公平对待华人学者

美国玩具协会的代表丽贝卡·蒙德拿着一件玩具接受采访，反对加征关税。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6月24日，在墨西哥马塔莫罗斯，来自萨尔瓦
多的马丁内斯和他年仅2岁的女儿溺亡后的尸体
被冲至河岸边。

萨尔瓦多官员日前确认，非法移民马丁内斯
和他年仅2岁的女儿23日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的里奥格兰德河试图偷渡时溺亡。 新华社/美联

非法移民父女溺亡美墨边境

美再提对伊朗“全选项”
不排除动武可能
俄罗斯呼吁克制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25日
告诉媒体记者，如果伊朗不再遵守2015年与六方签
署的核问题全面协议关联浓缩铀储量的条款，美方
立场是“所有选项摆在桌上”，即不排除动武可能。

俄罗斯分管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尼古拉·帕
特鲁舍夫同一天呼吁美国和以色列保持“克制”。

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分管国家安全事务的
高级官员当天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举行三方安全会
议，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地区热点议题。

会后，媒体记者提问，如果伊朗突破浓缩铀储
量300公斤的限制，美方是否考虑军事打击。博
尔顿回应，“伊朗无视这些限制将犯下非常严重的
错误”，伊朗“应该放弃寻求可应用的核武器”。

美国一年前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转而
对伊朗恢复和追加制裁。按照伊朗的说法，27日
以前，伊方低浓度浓缩铀储量将超过300公斤。

伊朗单方面设定7月7日为最后期限，要求
欧洲在保护伊朗利益方面拿出更好的方案，否则
伊朗将开始生产可用于武器的高浓度浓缩铀。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4日签署行政令，对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
高级军官施加经济制裁。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俄联邦委员会通过有关
暂停履行《中导条约》法案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6日电（记者李奥）俄
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26日通过有关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的法案。该法案此后将提交给俄总统
普京签字生效。

俄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邦达列
夫当日表示，俄方被迫通过这一法案。

普京5月30日向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提交有关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的法案，俄国家杜马
6月18日通过了此法案。此法案还规定俄罗斯恢
复履行《中导条约》的决定应由国家元首做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2月1日宣布，由于
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定，美方将暂停履
行条约义务，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3月4
日，普京签署命令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