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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

司,下同）已从金融机构受让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包
括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权利）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义务人立即向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
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它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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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02室；联系电话0898-68582219。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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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白沙黎族自治县环境资源局
福建省万安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驻临高第一工程处
海南海马建设发展公司

海南面粉厂

海南乾元贸易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省叉河水泥厂（原广东省海南叉河水泥厂）

海南省临高角滨海游览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海南新时代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鹤（海南）实业总公司
临高县博厚镇加六管理区
临高县环保开发公司

陵水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南方工贸海南实业公司

琼山县经济建设总公司

琼山县狮子岭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琼中县百货公司（原广东省琼中县百货公司）
琼中县鸭坡乡人民政府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定日期及合
同金额）
95-01
临建贷流字1993第1号
临贷工商字（94）第32号

建基字931206号

投信字94027号
琼贷专字第 2 号、05 号、0001 号、
0002号、0003号、技改贷字22号、昌
技改贷字23号、昌技改贷字25号
临贷工商字（96）第3号
90营流字0930号
1995年1月23日/500万元
（92）白坡字6号
临贷委托字（95）第5号
1988年8月18日/6万元
1987年 3月 2日/5万元、1987年 6月
1日/2万元
1996年12月31日【进（出）口押汇合
同】/417286.93美元

1990年 2月 23日/20万元、1990年 7
月/40万元、琼建银经字（91）020号、建
经字（94）01号、建经字（94）02号、建
经字（91）026号、建经（95）07号

房字（单）95001号
1987年11月5日/5万元
1987年11月27日/4.5万元

担保人名称

临高县文澜江乡人民政府
海南省临高县商业局（临高县商业总公司）
海南省粮油总公司（粮油集团公司）、
海南省粮食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驻海口办事处
海南省财政厅（原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公署财
政局）、海南省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原海南
行政区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经济计划厅
海口市国营罗牛山农场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驻海南办事处

临高县环境保护局（原广东省临高县环保局）

陵水县热作局

琼山县建设委员会

琼中县商业局
琼中县水利电力局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定
日期及合同金额）

临建贷流字1993第1号
临贷工商字（94）第32号
建基字931206号
建基字保9312号
投信字94027号
琼贷专字第 2 号、05 号、
0001号、0002号、0003号

90营流字0930号
投信字GL95005号
（92）白坡字6号

1988年8月18日/6万元
1987年 3月 2日/5万元、
1987年6月1日/2万元

1990年2月23日/20万元、
1990年 7月/40万元、琼建
银经字（91）020号、建经字
（94）01号、建经字（94）02
号、建经字（91）026号

1987年11月5日/5万元
1987年11月27日/4.5万元

广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非税票据
0264159083
0264159091
0325777150
0325777169
0325777177
0325777185
0325777222
0325777249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非税票据
0328405053
0328405061
0328405088
0328405109
0328405125
0328405168
0328405192
0328405205

序号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非税票据
0328405336
0328405344
0328405352
0328405360
0328405379
0328405387
0328405395
0328405408

遗失声明

特此声明

文昌市第三中学遗失非税票据54张，票号如下：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非税票据
0325777257
0230978160
0230978179
0230978187
0230978195
0230978208
0230978216
0230978224
0230978232
0328405029

序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非税票据
0328405221
0328405248
0328405256
0328405264
0328405272
0328405280
0328405299
0328405301
032840531X
0328405328

序号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非税票据
0328405416
0328405424
0328405432
0328405440
0328405459
0328405467
0328405475
0328405483
0328405491
0328405504

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相关企业办理清理账款工作的公告
为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我局对历年债务进行了清理，但因部

分债务时间间隔过长，原联系方式已变更等原因，现无法联系到相关企
业。为顺利推进清欠工作，请城邦规划顾问（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海
南省城宇建设工程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万宁市第二建筑公司、新村旅游公
司，以及荣昌大道工程、新建人行道、文化公园良种场零星工程、陵河两岸
园林景观设计等工程项目涉及企业于2019年10月15日前派员到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3办公室对接办理相关清欠事宜，
逾期未前来办理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办公地址：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椰林南大道231号，电话：0898-83316687 邮箱：
zjj83318362@126.com 联系人：小刘15103602731）

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12日

一、项目占地300亩。其中，建造一个占地93亩的单体大车
间，长370米、宽170米。

二、车间内设计要求：
（一）第一层高7.5米，第二至第五层每层高6米。（二）柱与柱

之间的跨度要大、柱子要少。
三、车间外设计要求：
（一）整体设计要有椰林风光特色，要让人看到不似车间而似

椰林风光景点，不是传统的火柴盒车间。（二）车间第二层至第四
层外部要有种植椰子树予以点缀。（三）外观造型要有类似悉尼歌
剧院、香港会展中心等特色的造型。（四）一进入工厂大门，马上能
看到一大片草地和椰林，优美的椰林草地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四、竞标分三步走：
（一）第一步是椰林风光的总体造型设计效果图竞标。9月23

日下午3：00带效果图来“椰树”竞标，入围后才可以进入第二步

竞标。（二）第二步是入围单位的资格审查。必须具有建筑行业甲
级资质，设计人员必须配备各专业的国家一级注册设计师。（三）
第三步是设计费用竞标。这步竞标按照“椰树”公司法规规定的
三轮公开竞标办法进行。1、第一轮具体流程：一是符合资格的竞
标单位来“椰树”参加竞标大会，公开各自的竞标底价；二是各竞
标单位一起公开竞价，第一轮竞标结果不当场决定，让各竞标单
位把价格带回去讨论。酝酿第二次竞价。2、按此流程进行第二、
第三轮公开竞标。3、第三轮竞价后，中标单位由“椰树”大项目公
开竞标审批小组会后公布。

五、项目联系人：何宗蔚 手机：15808933231
六、投标及递交资料地址：海口市龙华路41号椰树集团综合

办公楼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椰树集团公开招标设计具有椰林风光特色占地300亩的第五工业城厂房

9月11日是美国“9·11”事件18
周年纪念日。2001年9月11日8时
46分，第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
大厦。今天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
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从白宫中走
出，伴随着三次钟声进行短暂默哀。

随后，特朗普前往五角大楼，参加
在那里举行的“9·11”事件纪念活动，并
向那次恐怖袭击的遇难者献上花环。

在全美各地，民众也以多种形式
举行纪念活动。

在纽约，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和大
量市民来到世贸中心遗址，参加在那里
举行的纪念仪式。按照惯例，每一名受
害者的名字被依次念出，而在两架客机
分别撞入大楼的时刻，民众进行两次默
哀。遗址公园里铭刻着遇难者名字的
黑色大理石上，摆满了鲜花和旗帜。

根据纽约州最新规定，州内所有
公立学校要在每年9月11日同时进行
默哀。如今中小学的学生几乎都出生
于“9·11”袭击之后，纽约人希望能够
借这一做法让这份记忆流传下去。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

即美联航93次航班坠毁地点，人们也
聚集在这里，缅怀航班上与恐怖分子
英勇搏斗的乘客，因为他们的抗争，这
架飞机最终没有抵达袭击目标。

相似的纪念活动在亚特兰大、檀
香山、孟菲斯、圣迭戈、西雅图等主要城
市，以及更多的乡镇和社区同时举行。

特朗普在当天的演讲中说，袭击
发生时他正在看电视。当看到报道
后，他望向窗外，正好看到第二架飞
机撞入世贸中心塔楼。

“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世界要
变了。”他说。

后“9·11”时代的美国确实发生了
巨大变化。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第一
时间宣布美国对“恐怖主义”开战。美
国国会迅速批准美军入侵阿富汗。
2003年，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并推翻
萨达姆政权。

之后，打着“反恐”旗号的美国，
又相继在叙利亚、巴基斯坦以及多个
非洲国家采取行动。

然而，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并

未消除美国民众的心魔。“恐袭”像是
一个咒语，每每在美国社会引发恐慌。

就在今天，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一
处工厂发生持刀捅人事件，导致5人受
伤。面对当地民众的紧张情绪，当地警
方负责人在记者会中专门强调，此次袭
击同“9·11”纪念日无关，希望公众放心。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在全球肆意
挥舞军事大棒的恶果也逐渐显现。这
些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也给美
国造成巨大伤害。仅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发动的两场战争，已经造成5000多
名美军士兵死亡。为了支持持续海外
用兵，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随着战争代价越来越大，美国在
各处战场陷得越来越深，开始有越来
越多的声音认为美军应当撤出阿富
汗和伊拉克。特朗普在竞选时的撤
军承诺也曾为他吸引不少选票。

然而，在“9·11”纪念仪式的讲话
中，特朗普已经不再提撤军的事。他
说：“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
敌人，并将继续下去。”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1日电）

“恐袭”像是一个咒语，每每在美国社会引发恐慌

“9·11”十八年后 美国伤口仍在滴血

当地时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的“9·11”纪念广场，人们在刻有遇难者
姓名的纪念池旁悼念遇难者。当日是美国“9·11”事件18周年纪念日，在全
美各地，民众以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 秦朗 摄

“9·11”事件18周年 美国民众悼念遇难者

据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记者
杨晓静）根据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动
议要求，英国政府11日晚公布了“无
协议脱欧”应急计划——“黄鹀行动”
文件。该文件警告，若英国“无协议脱
欧”，可能出现全国性骚乱、食品燃料
价格上涨、医疗供应受限等风险。

在这份文件中，英国政府预估：
即使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英国“无
协议脱欧”后仍可能造成部分生鲜食
品供应减少、关键食材短缺；食品和
燃料价格上涨；最长达6个月的供应
紧缺或影响药品和医疗用品供应；全

国范围内发生抗议和反抗议；货车穿
越英吉利海峡等候时间超过两天等。

这份文件显示的日期为8月2日，
内容在9月11日晚由政府披露后，负责

“脱欧”准备工作的英国内阁办公厅大
臣戈夫表示，自8月2日以来的六周内，
英国政府已采取重大举措，确保英国在
无协议情况下尽可能稳妥“脱欧”。

工党影子内阁“脱欧”事务大臣斯
塔默在其社交媒体上说，政府披露的
这份文件表明“无协议脱欧”将令英国
面临多重严峻风险，而公众应了解这
些潜在风险。

英政府公布
“无协议脱欧”应急计划据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核电监管

机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11日决定重
新启动福岛核电站事故原因调查，理
由是现场辐射强度减弱且报废作业取
得进展，使调查人员能够重返现场。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
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东京
电力公司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
生灾难性辐射泄漏，4个核反应堆不
同程度受损，其中3个反应堆发生堆
芯熔毁。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计划用三四十年时间完成报废和清
理作业，废弃这座核电站。

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关键设备

受损究竟源于海啸、还是地震，日本
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因而需要进一步
调查和分析事故原因。

共同社报道，日本原子力规制委
员会依据2013年调查，2014年10月
汇总发布一份中期报告。由于现场
辐射强度较大，调查人员当时没有能
进入部分建筑作现场确认。调查中
断至今。

那份中期报告把福岛第一核电
站反应堆熔毁归咎于海啸，即海水灌
入导致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停电而失
效，致使核燃料在高温中熔化。只
是，不少人认为，调查掌握的数据不

全面，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11日说，

考虑福岛现场辐射强度与当年相比减
弱以及报废作业持续推进，现有条件
允许调查人员安全进入现场，因而决
定重启事故原因调查，预期2020年年
底以前能够完成最终报告。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负
责指导东京电力公司推进福岛第一
核电站的报废作业。原子力规制委
员会11日说，调查的部分项目需要
在东京电力公司配合下完成，原子力
规制委员会将与资源能源厅协调，兼
顾调查和报废作业。

日本决定重启福岛核事故原因调查

美国国务院批准
向波兰出售F-35战机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国务院11日批准向波
兰出售32架F-35型战斗机，总金额65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防务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说，波兰将
用F-35替换米格-29型和苏-22型战机，军售合同
同时包括F-35所使用的F-135型发动机共计33台。

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声明中
说，这笔军售将有助于波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中发挥更大作用，减少这个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对
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购买美国货”计
划，美方放宽对军火销售的限制。五角大楼今年4月
通知国会，正在考虑向4个北约盟国即波兰、希腊、罗
马尼亚和西班牙以及非北约国家新加坡出售F-35。

刚果（金）一火车脱轨
至少50人死亡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9月12日电（记者王松
宇）金沙萨消息：刚果（金）地方官员12日确认，一
列货运火车当天凌晨在位于该国东南部的坦噶尼
喀省内脱轨，已造成至少50人死亡。

据坦噶尼喀省一名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官员
说，脱轨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时许，失事列车上
除货物外，还有多名人员。他还表示，救援队伍已
经前往现场，伤亡数字可能继续上升。

刚果（金）团结和人道主义行动部长史蒂夫·姆比
卡伊·马布卢基当天晚些时候也确认发生火车脱轨的
消息，并宣布有关方面正就救援事宜举行紧急会议。

喀布尔一军事基地遇袭
致4名士兵死亡

新华社喀布尔9月12日电（记者陈鑫 邹德
路）阿富汗警方12日证实，阿首都喀布尔南部一
个特种部队军事基地当天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
4名特种部队士兵死亡，3人受伤。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中午12时
50分左右，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喀布尔南部恰哈
尔阿斯亚布地区的阿富汗国民军特种部队军事基
地大门外引爆了一辆载满炸药的汽车。

塔利班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近来，塔利班频繁在阿富汗各地发动袭击，

政府军也加大了对塔利班的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