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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9月16日16：0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海口市海甸岛五西路北侧万美街3357.81m2城镇住宅用地及地
上3045.09m2附属建筑物。土地证为：海口市国用（2010）第004345

号，期限至2071年。房产证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YL345274

号，用途为幼儿园。参考价：380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特别说
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可接受50%银行按揭贷款，拍卖成交

后，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9月13日。有意者请于2019年9月15日前来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83605300688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

行海口椰岛支行；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第九层；电话：

13976600507 郑先生，13976325853陈先生，0898-66721736。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0916期）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畅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催收暨招商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畅然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畅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
起,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向海南畅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责任。特此公告。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2019年9月2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保亭永春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亭永春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300

利息

236.85

合计

536.85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诚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催收暨招商公告
根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海南诚铭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诚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
起,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向海南诚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责任。特此公告。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2019年9月2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海南保亭万事佳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海南保亭万事佳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299.41

利息

362.86

合计

662.27

南海·幸福汇一期项目方案变更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主体：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2、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

10日）
3、该图仅为示意图，以最后审批为准；
4、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gxq.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
5、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2）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
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
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咨询电话：65580991，联 系 人：王烺、吴滢滢。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9月2日

海南师范大学2019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统计表

●报名时间：
9月2日—11日（如有变更，以省考试局确定时间为准）

●报名地点：
考生可在本人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成人高校招

生办公室指定报名点报名。
●学制、文凭、学位、待遇：

我校成人教育各专业学制：专升本层次为三年、高升本为五
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教育部统一印制和验印的毕业证

书并予以电子注册，学员可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进行学历证书查询（http://www.chsi.com.cn/）。

本科毕业生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经由本人申请，由学校
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联系方式：电话：65815990 65815991 18889721346（刘老师）

海南师范大学成人高考交流QQ群：823161374
联系地址：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实验楼一楼继续教育学院

（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

1 汉语言文学 文史类
政治、英语、
大学语文

政治、英语、
教育理论

政治、英语、
大学语文

政治、英语、
艺术概论

专

升

本

函授

业余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法学

政治、英语、
高数（一）

政治、英语、
高数（二）

政治、英语、
民法法学类

9

10

11

会计学

旅游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应用心理学

教育学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

教育类

文史类

艺术类

152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152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3200元/生/年

英语

美术学*

3

8

4

5

6

7

经管类

序号形式 成招统考科目 学费参考标准*报考类别专业名称层次

12

13

语文、外语、
数学（文科）、
史地（高起本
文科）

152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1680元/生/年

高

升

本

函授

业余

语文、外语、
数学（理科）、
理化（高起本
理科）
语文、外语、
数学（文科）、
史地（高起本
文科）

注：1.按省教育厅的文件精神，学校各专业的招生人数将以实际
报考人数为依据。

2.因今年新的收费标准文件尚未下达，若涉及学费标准调
整，则执行新标准。

3.美术专业的考生务必在10月19日（星期六）上午到我校
美术学院参加术科面试。面试成绩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凡
未参加面试或面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以录取。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
小学教育
旅游管理
法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英语

文史类

理工类

外语（文）

序号形式 成招统考科目 学费参考标准*报考类别专业名称层次

供 求

▲澄迈金江民兴副食店原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陈月姑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副本，证号：469007001499,声
明作废。
▲冯艳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H)
460006300125-08，声明作废。
▲杨淑英遗失导游证，证件编号：
IFJ8782G，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许炳和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9196411110219，流 水 号:
4600169130，声明作废。
▲刘欣遗失中南西海岸 B27-
2106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17046014，金额:716556元 ,
声明作废。
▲谢燕君遗失2017年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城市设计》二
期 证 书 ，证 件 编 号 ：琼 建 人
20170007498，声明作废。
▲尤吉明遗失展兴颐龙名居A栋
1F/13-1 号商铺押金条，金额：
27327元，编号：3235463，声明作
废。
▲王小红2019年2月26日遗失身
份 证 ， 证 件 编 号 ：
460027199407292321，特此声明。
▲覃忠清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4198203075238，特此声明。
▲李宇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白
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 205 栋
1302 房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HNO087982，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622部队25
分队不慎遗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
2201029209026700366，核准号：
J6420000211101，开户行：中国
工商银行三亚市分行安游办事处，
声明作废。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旺铺招租
我司现有二处房屋招租，一处位于

玉河路9号1栋1楼5个铺面（面

积 分 别 为 67.17/81.4/35.62/

45.35/24.07平方米）。另一处位

于南沙路40号综合楼6-8层办公

用房，每层约为684平方米（需整

层承租）。有意者请于2019年 9

月 7 日 前 联 系 吴 先 生

（13807588006） 、 李 先 生

（13807683833）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9090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9月10
日下午3:30时在三亚市天涯区人
民政府大院5号楼3楼会议室公开
拍卖：三亚市阳光海岸项目已征收
如家酒店现存设施设备。标的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9
月9日下午4时止。竞买保证金：1
万元人民币。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 9月 9日下午5时之前来
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
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电话：0898-68598868
18889413333

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备案（琼银保寿备

（2019）16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昌江县支公司昌化镇营

销服务部的营业场所地址变更为：

海南省昌江县昌化镇昌文路27号

自建房一层，特此公告。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县支公司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现收购医药公司
联系方式：13121138651李先生

海域使用权招租
儋州后水湾海域56公顷+陆地面

积70亩，海上浮球浮排、陆上虾塘

鱼塘、办公室房屋、育苗池配套。

意向电询18689900824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温馨提示：信息由
大众发布，消费者
谨慎选择，与本栏
目无关。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澄迈县人
民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公告公示（http://chengmai.hainan.gov.
cn/xxgk_56366/gggs/index.html）。2、纸质报告书查阅：查阅地
点：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富音南路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
司；查阅联系人：王助理；查阅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
6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厂区为中心，各厂界外延6km
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址：澄迈
县人民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公告公示（http://chengmai.hainan.
gov.cn/xxgk_56366/gggs/index.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
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采用实名方式
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收信人：王助理 传真：0898-36968777
电子邮箱：2858478273@qq.com
通讯地址：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富音南路
邮编：571924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6日

◀上接B02版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条例〉的通知》是2019年1月31日印发的。

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

机制，对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是汪洋同志2019年3月3日在全国政
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
2018年的工作，对2019年主要任务作出部署。强
调，要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
点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是
栗战书同志2019年3月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2018年
的主要工作，对2019年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强
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提升立法、监督、
代表工作、对外交往和自身建设水平，努力开创新
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是2019年3
月15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外
商投资法》共6章42条，围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对外商投资的准
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确立新时
代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为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主要篇目介绍

香港一些暴徒8月31日下午又
一次冲击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及立法
会，向建筑物和警方大肆投掷汽油
弹、砖头等攻击物，并在警察总部等
多处纵火。面对暴徒们肆无忌惮的
暴行，特区政府和警方采取果断措
施，严正执法，依法制暴，向暴徒和他
们背后的黑手，发出了清晰明确的警
告，充分彰显了恢复社会秩序、维护
香港法治的坚定决心，赢得了广大香
港市民以及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两个多月来，这些暴徒及其背后
势力言必称“民主”“自由”，却无视他
人的自由权利，用暴力手段阻止大众
上班、上学、就医、出行；他们自我标榜

“请命”“革命”，却不顾“人命”，遇对其

反感、反对者施以谩骂、恐吓、殴打。
从在校园散布威胁警员未成年子女的
言论，到在网上大肆叫嚣“杀警”，再到
深夜蹲守警署外偷袭警察，暴徒之凶
残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香港“暴”与“乱”的背后，是
“反中乱港”势力和暴徒们的精心算
计，反修例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们真
实意图越来越清晰，企图通过在香
港制造社会动乱，夺取特区管治
权，摧毁“一国两制”，进而将“颜色
革命”渗透到中国内地。然而，他们
用暴力“绑架香港”向中央施压的企
图，他们无理、贪婪、无底线的政治要
挟，不过是痴心妄想。须知，中央绝
不会在原则立场问题上让步，“三条
底线”不能触碰：绝对不能允许任何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

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
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有人胆敢
触碰、挑战“三条底线”，干扰、破坏

“一国两制”，不但其政治图谋注定彻
底失败，而且必须承担违反国家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责任，这是没有
任何模糊空间的。

连日来，香港警方拘捕包括“港
独”组织头目黄之锋、陈浩天等在内的
多名涉嫌参与近期暴力犯罪活动的人
员。警方8月2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已经拘捕近900人，并将继续严正执
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面对中央政
府对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坚决支持，面
对特区政府严正执法和广大香港市
民、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声讨，“反中
乱港”势力已渐感穷途末路，试图孤注

一掷。暴徒们8月30日深夜袭击下班
警察，31日又不顾警方警告，再次上演
暴力乱港恶行。他们挑衅警方，煽动
暴力，企图制造流血事件，妄图玉石俱
焚，这都不过是垂死挣扎！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符合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利
益，是香港社会共同愿望。广大香港
市民要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制暴，
支持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极端暴
力违法行径，全力抓捕暴徒，尽快稳
控香港局势，这是当下最大公义、最
大天理、最大民声所在。

光明从来无惧黑暗，正义必将压
倒邪恶，法律定要严惩罪行。无论是
香港暴乱的参与者还是幕后的策划
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审判就将来
到。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依法制暴是当下香港最大公义、最大天理、最大民声

新华社香港9月1日电 就暴力
分子1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及港铁站
的破坏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
日表示，严厉谴责暴力分子的破坏及
违法行为，警方会对暴力及违法行为
果断执法，保障广大市民的安全及权

利。
发言人指出，法院早前已分别批

出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妨碍机场及铁
路运作。然而1日有大量暴力分子
目无法纪，刻意阻碍机场运作，并在
附近堵路及纵火，导致机场交通严重

阻塞，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并对香港
经济造成伤害。

发言人说，有暴力分子将杂物投
向铁路路轨，危及铁路运作安全，也
有暴力分子肆意破坏港铁车站，其中
东涌站损毁严重，令多条港铁线路暂

停服务。示威进行期间有人围殴其
他市民，并有暴力分子拆下东涌游泳
池的国旗并焚毁，挑战国家权威，冲
击“一国两制”底线。

特区政府表示，严厉谴责暴力
分子的破坏及违法行为。暴力分子

完全漠视旅客及市民的需要，更对
持不同意见或无辜的人士及机构施
以暴力威吓及恶意报复，行为野蛮，
令人愤慨。警方会对暴力及违法行
为果断执法，保障广大市民的安全
及权利。

香港特区政府：

警方会对1日暴力及违法行为果断执法

香港警方
在港岛西区拘捕8人
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

据新华社香港9月1日电 香港
警方1日表示，8月31日在港岛西区
拘捕8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

警方介绍，8月31日下午约2
时50分，警方接到报案，西区第三
街一家店铺外有人摆放非法物品，
警方随即到场作出调查。在调查
中，警察检获斧头、棒球、钢珠发射
器、水管疏通剂等怀疑攻击性武器。

在行动中，警方还搜出12张记
者证，其中3张记者证上的个人资
料与3名被捕人士吻合。初步调查
后，并未找到记者证上所展示相关
传媒机构的任何资料。

警方表示，这8名被捕人士正
被扣查，不排除调查中会有其他人
被拘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