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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为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各办
事处机构名称统一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XX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信达
XX分公司”。据此，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名称变
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黄红
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
权利依法转让给黄红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黄红伟履
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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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序
号

1

2

借款人
名称

海南澄迈咖
啡酒厂（曾用
名：澄迈县咖
啡酒厂）

海南澄迈咖
啡厂（曾用
名：澄迈县咖
啡公司、澄迈
县咖啡厂）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
同签定日期及合同

金额）
（1994）字 16011 号、
（1994）字 16015 号、
（1995）字 16013 号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借款合同》
《工交企业技术改
造贷款合同》
（19871110）、《中国
工商银行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19930408）

担保人
名称

海南
澄迈
咖啡
厂

澄迈县
财政
局、海
南澄迈
咖啡厂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
签定日期及合同金额）

《资产抵押协议书》
（ 19951228）、《资产

抵押协议书》
（19960918）

澄迈县财政局作为担
保人在《工交企业技术
改造贷款合同》盖章、
《 抵 押 物 清 单 》
（19930408）、《贷款担
保书》（19930408）

原贷
款行

中国
建设
银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7月29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二、项目名称：三亚分行营业网点110联网报警系统改造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承接各类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工程施工、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联网报警服务，保安服务、巡
逻、安全检查等业务。

（二）具备海南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出据的安防工程企
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评价贰级以上能力的证明。

（三）具有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颁发的《安防工程企
业资质证书》。

（四）具有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出据的联网服务平
台与市局110报警中心成功对接的证明，且24小时值守。

（五）设计方案需满足GA38-2015（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
范要求）及GA745-2017（自助设备、自助银行防范要求）规范
要求。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
本等相关资质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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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解放路561号农行三亚分行5层集中采购办

公室。
3.联系人：林女士（联系电话：0898-88267033）。
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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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银行接收供应商的报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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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分行
2019年7月29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据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协

议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土告字〔2019〕13号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19年7月29日至2019
年8月28日止。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对本公示所
列拟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如
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注：失信被
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
子、口头申请。四、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海口市龙

昆北路金融花园D座1301房 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2、联系人：周
先生 王先生；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6722585。五、确定供地
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拟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国土资源部
《协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的规定》（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
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的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若该拟出让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
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29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18)-23-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园区地段

面积（m2）
154835.12（折合232.253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0.3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20%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的委托，定于

2019年8月9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
南大通实业公司1笔本金为300万元的不良债权权益。债权本息总额
截至2019年3月31日人民币21,529,774.77元，其中本金3,000,
000.00元、利息18,529,774.77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下
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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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系亲属的人员。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8月8日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9年8月7日16:00止，
以款到账为准。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按规定时间缴纳竞买保
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电
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网址：www.typm.com

单位名称
安徽省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中交国际贸易公司
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
石梅王越石场
中国有色二十三冶海南公司
海南悦兴工贸公司
海南裕和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
司海南分公司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单位名称
海南林海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琼海市红日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民爆工程公司
万宁安达工程有限公司
琼海华扬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
茂名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海南省县际及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
清算工作公告

我部正进行清算工作，请以下单位自登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与我部办理账务核对手续，逾期将视同放弃其债权债务。联系电话：
13322030315。

海南省县际及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
2019年7月28日

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赛儋州收兵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记者王黎刚）2019年

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首站比赛7月28日晚在
儋州文化广场结束，省内56支队伍参赛。最终，
侨之光队、夕阳红队、禁飞区队和约茶吧队分获男
子青少年组前四名，夏天队、三叶草队、强记篮球
训练营队和居游联城队分获男子公开组前四名。

省赛事中心负责人透露，本次三人篮球赛设
儋州、海口、定安、琼海、万宁、三亚、文昌、澄迈、屯
昌、东方共10个分站赛，预计有500多支球队共
2000多人参赛。目前，三人篮球赛已成为国际上
综合性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三对三篮球联赛
也已成为海南代表性群众篮球赛事之一。

本届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

省青少年高球赛马来西亚站结束

三亚举办创意进村系列作品展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黄媛艳）7月27
日，创意进村西岛系列作品展在三亚西岛举办，共
展出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百余件作品。同日，国
际旅行艺术家西岛创作基地在西岛挂牌。

在西岛渔村码头，由韩国艺术家创作的一条
巨型“鱼”取名为《蜕变》，它是来自韩国的艺术家
团队和西岛村民共同创作的。7月，韩国艺术家
秦荣燮随韩国艺术家团队和中国艺术家们分批来
到西岛，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驻村创作。此外，
还有波兰、加拿大等国的艺术家制作的艺术品参
展。来自海南大学的美术团队创作了珊瑚宝宝吉
祥物，并对8艘废弃渔船进行了艺术再创作；来自
海南本土的艺术家原色和秦万宝，则用废弃木料、
泥土等材料创作了系列乡土墙画……

创意进村计划发起人、本次展览策展人秦加一
介绍，参展作品各有风格，但有一个共同特点，便是
取材于渔村，用的都是废弃物料。“创意和环保，是这
次艺术展的主题，我们希望让村民和游客感受到，我
们平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也可以变成这么美的艺
术品。”秦加一说，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增强村民和
游客的环保意识和艺术感受。

陵水启动全民健身日活动报名
本报椰林7月28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获悉，该县将于8月8日开始举办全民健身日系
列活动，报名工作7月28日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形式丰富、
内容精彩，设计多项赛事，包括徒步大会、三对三
篮球联赛、五人制足球赛、国际象棋城市邀请赛、
武术散打功夫精英邀请赛和国标舞公开赛等，可
满足各年龄层运动爱好者的健身需求。

据了解，陵水全民健身日徒步大会将于8月8
日上午在椰林镇举行，从而拉开全民健身日系列
活动序幕。该活动将以健身步道为起点，沿陵水
河岸徒步，再返回起点，规模约为2000人。

海南椰娃艺术团屯昌慰问演出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7月28日，海南椰娃

艺术团文艺志愿小分队一行31人赴省文联定点
扶贫单位屯昌县青梯村，开展庆“八一”慰问演出。

演出由小合唱《我为海南唱支歌》拉开序幕，
其后，二重唱《唱醒春天》、独唱《黄河涛声》等节目
相继上演。该团团长刘东辉不但演唱了歌曲《当
兵的人》，还将自己原创的主旋律题材歌曲《欢歌
中国梦》交给小分队作为大轴节目献唱，整个演出
赢得数百位村民热烈掌声。

活动期间，该村1951年入伍的老退伍军人王
家仪讲述了自己的军旅故事。演出结束后，小演
员们为该村村民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包括
大米、食用油、鲜花、雨伞等。该村负责人还带领
小分队一行参观了美丽乡村。

屯昌县青梯村是省文联定点帮扶贫困村，本
次慰问演出得到省文联领导和广大学生家长支
持，大家认为通过这样的活动能使学生更加珍惜
当前的幸福生活，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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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世锦赛

据新华社堪培拉7月 28日电
（记者岳东兴）澳大利亚泳坛的希望
之星沙·杰克2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
布，她在此前的赛外兴奋剂检查中
的A瓶和B瓶样本检测结果均呈阳
性，被查出服用的是一种据报道能
促进肌肉生长的违禁药物。

澳泳协27日发布声明称，这名
女选手在6月26日的赛外兴奋剂检
查中出现阳性结果。声明表示，按
相关规定，协会当时在得知这个结
果后，对这名选手立即进行临时禁
赛，据了解，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反兴
奋剂规定。相关人员陪她从日本的

一个训练营返回澳大利亚，她也无
法参加随后在韩国举行的世锦赛。

一天后，这名20岁游泳选手28
日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了相关细节，称
B瓶样本检测结果与A瓶一样。

对此进行报道的澳大利亚主流
媒体《澳大利亚人报》称，这种禁药
（名为Ligandrol）具有增加肌肉质
量和骨密度的作用，同时能避免使
用类固醇所带来的副作用。澳大利
亚体育反兴奋剂机构（ASADA）在
去年发现这类药物在运动员中的使
用呈增长趋势。

20岁的杰克曾在去年的英联邦

运动会上与队友打破了女子4x100
米自由泳接力的世界纪录，获得金
牌。她被视作澳泳坛的希望之星。

对于杰克当初退出世锦赛的原
因，当地媒体认为澳泳协信息不够公
开。《澳大利亚人报》27日报道称，杰克
本月初以“个人原因”为由退出了光州
世锦赛。当时，游泳协会官员们并没
有详细说明她退赛的情况，直到一家
媒体曝出她因常规的赛外兴奋剂检查
A瓶样本检测结果异常而被送回国。

杰克表示，她完全不知情自己
为何会与禁药产生联系，将会为自
己的名誉继续斗争。

据新华社堪培拉7月 28日电
（记者岳东兴）澳大利亚游泳协会首
席执行官莱利·拉塞尔28日表示，
她对该国一名选手兴奋剂检查中出
现阳性结果感到非常失望。而就在
当天，该国反兴奋剂机构（ASADA）
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英格斯则批
评称，澳泳协的错误在于他们在得
知结果并对该选手临时禁赛后却没
有第一时间向外界公布真相。

澳泳协27日晚发布声明称，该
国女选手沙·杰克在6月26日的赛

外兴奋剂检查中出现阳性结果。声
明中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协会当时
在得知这个结果后，对这名选手进
行临时禁赛，相关人员陪她从日本
的一个训练营返回澳大利亚，她也
无法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世锦赛。

28日当天，英格斯公开质疑称，
“如果澳泳协认为，由ASADA批准
的反兴奋剂政策，禁止他们公布杰
克当时被临时禁赛的消息，那他们
是错误的。”英格斯在社交媒体上
说。他特别列出了相关规则的全文

称，这些规则明文规定，允许澳泳协
对外公布这些信息。“当一个运动员
被临时禁赛时，规则允许公开这个信
息。”他说，“通过掩盖而不说实话，只
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糟。”

“这提醒人们，这些药检阳性的
指控，可能发生于任何运动员、任何
体育项目和任何国家。”他说，“公众
们确实注意到，杰克最终说了什么，
而澳泳协几周前说过的模糊不清的

‘个人原因’，最后来看成了谎言。
真相需要在一开始就公之于众。”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海
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马来西
亚站比赛7月27日在吉隆坡结束，比
赛决出了各组别冠军。

据介绍，该赛事吸引了中国北京、
上海、广东、天津、黑龙江、湖南、海南
等多个省区市的选手参加，另有马来
西亚、韩国、泰国、老挝等国的120位
优秀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设男女10

岁组、13岁组、19岁组和23岁组四个
组别。获得本站比赛各组别冠军的球
手，还取得了青巡赛2019年度总决赛
入场券，A组球员（13岁至18岁）有机
会获得2019年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
球精英赛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是海南省高协与马来西
亚卓越体育基金会首次合作办赛，旨
在宣传海南高尔夫旅游资源。

澳大利亚游泳女选手公布药检呈阳性禁药

澳反兴奋剂机构前首席执行官批评澳泳协掩盖真相

新华社韩国光州 7月 28 日电
（记者周欣 陆睿 卢羽晨）国际泳联
游泳世锦赛28日落幕，在闭幕新闻
发布会上，国际泳联主席胡里奥·马
格里奥尼总结说：“光州世锦赛是最
美妙的一届世锦赛，感谢光州。”

光州游泳世锦赛共吸引来自194
个会员协会，包括难民代表队在内的
7500多名运动员参赛，创世锦赛参赛
之最，此外还有43%的东京奥运会参
赛资格在光州世锦赛上被取得，中国
选手辛鑫在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比
赛中创造历史夺冠，并获得奥运资格。

“这体现了国际泳联和209个会

员协会的齐心协力。”马格里奥尼说。
对于在游泳比赛期间，澳大利亚

选手霍顿和英国选手斯科特先后两
次在领奖仪式上对中国冠军孙杨进
行抗议，国际泳联执行秘书长马库勒
斯库（以下简称马库）指出：“我们参
加世锦赛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游泳运
动和我们选手的魅力。很遗憾出现
了这样的抗议举动。”

国际泳联在颁奖仪式出现抗议后
及时对澳大利亚泳协、霍顿、斯科特和
孙杨进行了警告。同时，国际泳联致信
各会员游泳协会，第一时间增补了一条
运动员行为准则新规：“运动员应该积
极参与赛事期间的所有活动，包括且不
限于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等。”

“我们已经和各会员泳协及运动员
商讨，相信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我们是伟大的游泳大家庭。”马库说。
对于兴奋剂，马库表示国际泳联

的态度始终是“零容忍”，但他指出部
分选手对没有证据和裁决的事情纠缠
不休，才是对游泳运动的最大伤害。

“在打击兴奋剂方面，国际泳联
堪称各世界单项运动协会的领军先
锋，我们每年要花费300万美元进行
赛外飞行检查。当然总会有个别事

件发生，但是国际泳联始终态度鲜
明，反对兴奋剂。”马库说。

澳大利亚选手沙·杰克被曝出世
锦赛前夕兴奋剂检测呈阳性，马库表
示不会在最终调查结果公布前进行
评论。“她不是本次世锦赛中因为药
检不过关而未能参赛的唯一选手，还
有其他两位运动员没有通过检测。
任何事情都要用证据说话。”

对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即将举行
孙杨听证会，马库表示：“我知道很多人
对此有疑义，但是一切要等听证会之后
才能说，我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
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违规。这不公平。”

国际泳联：

光州世锦赛“很美妙”反兴奋剂“很坚决”

7月28日，在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中，广州恒大淘宝队主场3：0战胜北京
人和队。图为广州恒大队球员保利尼奥（右一）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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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韩国光州7月28日电
（记者周欣 卢羽晨 陆睿）为期8天
的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泳池大
战28日落幕，美国队依然一枝独秀，
14金8银5铜雄霸金牌榜首位，澳大
利亚、匈牙利尾随其后，中国队获得
3金2银2铜，基本完成目标。

澳大利亚以5金9银5铜名列第
二，其他金牌“花落多家”，匈牙利夺
得4金，并列获得3金的有俄罗斯、
意大利、中国和英国，但是俄罗斯总
奖牌数高达16块，日本和加拿大各
获2金，瑞典、南非和德国各获1金。

中国队派出全部主力，进入决赛
选手的成绩单如下：

男子项目：3金1铜
孙杨：200米自由泳金牌，400

米自由泳金牌，800米自由泳第6名
徐嘉余：100米仰泳金牌，50米

仰泳第6名
闫子贝：100米蛙泳铜牌，50米

蛙泳第6名
汪顺：200米混合泳第6名
季新杰：400米自由泳第7名
女子项目：2银1铜
叶诗文：200米混合泳银牌 400

米混合泳银牌 200米蛙泳第4名
王简嘉禾：1500 米自由泳铜

牌，400米自由泳第5名，800米自由
泳第6名

于静瑶：100米蛙泳第5名
杨浚瑄：200米自由泳第5名
赛后，孙杨恩师、国家游泳队资

深教练朱志根表示：“中国队的世锦
赛目标就是3金，基本发挥出水平，
尤其是孙杨和徐嘉余。闫子贝四次
打破、一次追平亚洲纪录，提升了我
们备战明年东京奥运会的士气。”

光州游泳世锦赛落幕

美国一枝独秀 中国完成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