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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9月12日 星期四B07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缴鑫鹏花园项目增容费决定书
五指山鑫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司开发的“鑫鹏花园”项目位于我市三月三大道，涉地3宗，用
地总面积15271.5平方米。土地证号分别为五国用[2008]第46号、五
国用[2008]第47号和五国用[2008]第19号。在你司与我局签订的土
地出让合同中，双方约定建设容积率为1.2，2008年7月15日，市政府
做出《关于调整“黎园风情小区”等建设项目在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部分规划控制指标的批复》（五府函[2008]69号），同意将该项目容积
率由1.2调整为3.7，你司实际建设容积率为3.558，实际建设的容积率
比约定的容积率增加了2.358。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
管理有通知》（国发[2001]15号）第二条“对出让土地，凡改变土地用
途、容积率的，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海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征收与使用管理工作的
通知》（琼府[2006]26号）第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土地出让
金。对已经出让的土地，凡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的，应当按照规定收
取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和《五指山市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
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按评估结果向
你司征缴“鑫鹏花园”项目增容费389.42万元。如你司对本决定不服
的，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五指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地址：五
指山市沿河东路7号（原林业局院内）

本次挂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
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

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
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9年9月19日9:00至2019年10月14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0月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0月16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19年10月16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1、目前三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

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
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2、本次挂牌出让的三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设江东国际金融大厦项
目；

3、三宗地都按现状出让；
4、三宗地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2000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

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海口市
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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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得
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6、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
按现状交地后7个月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
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
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
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
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7、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
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
为成交价的10%；

8、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
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
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9、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10、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2日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1、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
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
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2、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2018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3、竞买申请人须承诺，自竞得土地之日起5年内竞买人及其关联

企业在海南省营业收入不低于400亿元人民币，税收不低于30亿人民
币，并出具承诺函。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以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地块挂牌起始价和竞买保证金详见下表：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47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的三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分别为1-01地块土地面积为11424.3平方米
（17.14亩），土地用途为文化/商业/娱乐混合用地,其中文化设施用地占比40%，土地出让年限50年，零售商业用地占比58%，娱乐用地占比
2%，土地出让年限40年；1-02地块土地面积为7625.81平方米（11.44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酒店/商业混合用地，其中商务金融用地占比
90%，旅馆用地占比5%，零售商业用地占比5%，土地出让年限40年；1-03地块土地面积为5325.84平方米（8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酒店/商业
混合用地，其中商务金融用地占比90%，旅馆用地占比5%，零售商业用地占比5%,土地出让年限40年。

根据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控规初步成果，江东新区起步区CBD1-01、1-02、1-03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
地块1-01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
地块1-02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
地块1-03

土地面积
（m2）

11424.3

7625.81

5325.84

土地用途

文化设施用地40%
零售商业用地58%

娱乐用地2%
商务金融用地90%
零售商业用地5%
旅馆用地5%

商务金融用地90%
零售商业用地5%
旅馆用地5%

容积率

≦2.0

≦4.0

≦2.72

建筑高度（M）

≦30

≦80

≦40

建筑密度（%）

≦55

≦50

≦45.28

绿地率（%）

≧15

≧15

≧18.31

规划指标

地块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1-01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1-02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1-03

挂牌起始价（万元）
18511.2
12664.08
9064

竞买保证金（万元）
18511
12664
9064 本次挂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

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

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
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9年9月19日9:00至2019年10月14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0月 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0月16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19年 10月16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1、目前以上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

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
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2、本次挂牌出让的三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设油气资源开发生产指
挥中心项目；

3、三宗地都按现状出让。
4、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
园区范围内，地块一规划用地性质为商务用地，属于房地产业中的商务
金融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2000万元/亩；地块二和地块
三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属于房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
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2000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
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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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都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
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
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
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
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
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6、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
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
为成交价的10%；

7、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
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90日内一
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8、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9、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2日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一）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2018年《财富》杂志世界500
强。

（二）竞买申请人须承诺，自竞得土地之日起6年内（2025年12月
31日前），竞买人及其关联企业累计在海口市的营业收入不低于360
亿元人民币，在海南省的纳税总额不低于40亿元人民币，并出具承诺
函。

（三）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
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
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以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地块挂牌起始价和竞买保证金详见下表：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48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三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CBD，分别为地块一土地面积79087.4平方米（118.63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土地

出让年限40年；地块二土地面积15593.5平方米（23.39亩），土地用途为零售商业用地，土地出让年限40年；地块三土地面积为13703.32平方
米（20.55亩），土地用途为零售商业用地，土地出让年限40年。

根据该区域的控规编制情况，三地块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挂牌起始价（万元）
118630
23390
205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71178
14034
12330

地块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土地面积（m2）

79087.4
15593.5
13703.32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4.8
≦4.0
≦4.0

建筑高度（M）
>150
≤120
≤100

建筑密度（%）
≦40
≦40
≦40

绿地率（%）
≧30
≧30
≧30

规划指标

华海（海南）国际有限公司：
你公司用地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白塘水库北侧（即水库半

岛），土地面积为5364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建设用地，土地证号
为定安国用（92）字第1769号。

根据2019年 5月5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
行终30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
华海（海南）国际有限公司5364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决定书》（定府〔2018〕15 号），此判决为终审判决并已生效。
2019 年 7 月 24 日我局作出《关于办理土地注销登记手续的通
知》（定自然资通〔2019〕26号），要求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30日内到定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注销登记手续，该通知
以邮寄方式送达你公司，你公司已于2019年 7月 27日签收，且
至今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现依法公告注销你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定安
国用（92）字第176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定安国用（92）字第 1769号
《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证 》的 公 告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2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55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 琼0106执559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10月14日10时至2019年10月15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凤凰新村D-101房，起拍价：55万元，竞

买保证金：10万 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9月23日起至2019年9月27日16

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组织看样时间: 2019年9月27日

下午3时至4时(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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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椿定遗失坐落于翁田镇汪洋
村民委员会山茅村的集体土地使
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2010）第
047573号,特此声明。
▲许环京遗失由文昌县土地管理
局颁发的坐落于文城竹山良的宅基
地批准书，证号：文国土基字
（1993）第624号。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注销公告
海南省电力三亚培训中心（注册

号：460200000011887）拟向海南

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和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中心办理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万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王学不慎将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礼
纪镇莲花村委会道流村民小组一
宗(林权证号:万府林证字(2010)第
031933 号]NO.1 面积:34.44 亩、
N0.2 面积:14.49 亩、N0.3 面积:
2.67亩、NO.4面积:0.65亩、NO.5
面积:219.36 亩、NO.6 面积:2.94
亩)国有林地使用权证遗失。现根
据使用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有关规定将该证书公告
作废。如有异议者，应于公告之日
起15个工作日之内书面告知我中
心，并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公告期
满无异议，我中心将依法补发该
《不动产权证书》。特此公告

2019年9月10日

注销公告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琼海市婚庆
协会，法人：司家新，统一信用代码
51469002MJY0360637经我局核
准，予以注销登记。现予公告。

琼海市民政局
2019年9月10日

注销公告
三亚星光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昌江石碌海尾兴祥种养专业合
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31MA5RD2533U 声明作
废。
▲莫家焦遗失国土证一本，证号：
定安国用（2009）第106号，声明作
废。
▲陈位恒遗失道路运输资格证，证
号:460026196506180018，现 声
明作废。
▲儋州市三都镇棠柏村委会坡边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6096901，现特此
声明。
▲海南南渡江大厦财务专用章因
旧损字迹模糊无法使用，特登报声
明作废。
▲海南文昌海韵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3782001,声明作废。
▲本人但海涛不慎遗失海南信微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后海温泉小
镇的收据和购房合同，购房合同编
号 ：CML000102188，房 号 ：D-
2311，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张鲜萍不慎遗失海南信微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后海温泉小
镇的收据和购房合同，购房合同编
号：CM L000102191，房号：D-
2301，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胜柏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2-2）2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9JQL01，声明作

废。

▲海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澄迈县

盈滨半岛营业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9027MA5RDNTM96）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孙润升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一期

C8- 301 购房收据一张，编号:

0046590，现声明作废。

▲陵水北斗兰兰化妆品店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陵城贵民猪肉摊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9034600022950，声明作废。

▲中共东方市委组织部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569501，特此声明。

▲李立汉、李宝恒不慎遗失座落于

东方市三家镇玉雄村委会的土地

证，证号 ：东方集用（2012）第

06322号，声明作废。

▲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黄缙南的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书，证书编号：01674035，特此

声明。

变更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培尔小镇幼儿园（注

册号：52460106348235679M）经

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变更法人，

原法人陈国富变更为张玉京。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口观海台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578728508M）经 股 东

会决议，现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减至人民币壹佰万

元整，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遗失公告
孙烨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

区儋州恒大金碧天下54栋101房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琼2017)儋

州市不动产权第0011077号)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凡有异议者，

请自公告之日起15天内向儋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不提出

将注销该房屋所有权证，按有关规

定予以补发。特此公告 2019年9

月 9 日 联 系 电 话 0898-

2388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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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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
临高8，女，60岁，
2015年1月26日
因精神异常，由临
高县红华派出所

送入我院治疗，系临高民政对象。
今年8月24日因“呼吸急促，面色
苍白等”，经与临高民政联系同意，
将其转到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治
疗。经过十多天的治疗，肺部感染
有所好转，但仍有呕吐、难进食、难
行走。现该院强烈要求转回我
院。已接回我院。现登公告寻知
其该患者的家属或知情人，望看到
该内容后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到临
高县民政局办理认领手续。联系
电话：0898-28286561 海南博德
精神病医院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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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八所珍珍化妆品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07600135382，声明作废。
▲海南新嘉吉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琼 ADG727,维修预收款
4000元整收据丢失，特此声明。
▲海口创远客舱服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D1N35A，声 明
作废。
▲海南盈海建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琼（2019）儋州市不动产权
第0004960号，声明作废。
▲海南盈海建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琼（2019）儋州市不动产权
第0004961号，声明作废。
▲海南盈海建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琼（2019）儋州市不动产权
第0004962号，声明作废。
▲李景阳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500228199303171795，声 明 作
废。
▲朱宝妃遗失驾驶证，证号：
460100196608100982，声 明 作
废。

▲澄迈老城天新数码通信手机商

店遗失中国移动澄迈分公司开具

的押金发票一张，发票号码：

5074650，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

▲李洁遗失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毕 业 证 书 ， 证 号 ：

138111201506001417，特 此 声

明。

▲海口英奇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2679201，声明作废。

▲刘乃军遗失 2018 年房屋租赁

证，证号:47746,声明作废。

▲王绥清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460199013030688，声 明 作

废。

▲朱令桃遗失城北世家二期B11

一08号房的购房收据1份、编号:

2219109、金额:440000 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朱令桃遗失城北世家二期B11

一08号房的购房收据1份、编号:

0019325、金额:130000 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朱令桃遗失城北世家二期B11

一08号房的购房收据1份、编号:

3139140、金额;273770 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现定于
2019年9月24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
口市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抵债协议书》项下权利及权益（涉及抵债
资产为海口市新达商住楼1606房）。参考价：人民币60万元；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3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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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
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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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受海南省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
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9月
23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9月23日17:0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898）66746655 、18976435423,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
达商务大厦2803#。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5271、68560463,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