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定城9月27日电（见习记
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司玉）9月26日
上午，2019年海南（定安）美食购物
嘉年华活动暨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购物节定安分会场活动在该县沿
江公园启动。本次活动为期3天，设
有消费扶贫展、特色美食展、商贸展、
新能源汽车展等4大板块展览内容，
吸引了百余家企业参展。

在消费扶贫展区现场，定安为
10个镇设置了相应的展馆，展出300
余户贫困户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
水果、瓜菜等百余种农副产品及手工
艺品。

除为期3天的集中展销外，定安
还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促销活动，营
造实惠购物、欢乐购物、放心购物的消
费氛围，推动全县消费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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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夏振凯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夏振凯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三亚绿色
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夏振凯。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抵
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夏振凯履行债权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资产
名称

三亚
绿色
工程
发展
有
限
公司

本金

1120,0000.00

利息

2371,5767.56

本息合计

3491,5767.56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或签
订日期）
1、1999年12月30日《抵押
担保借款合同》200万元；
2、1998年12月9日《抵押
担保借款合同》250万元
3、2000年9月20日《借款
合同》400万元
4、2000年4月12日《借款
合同》100万元
5、1997年9月5日《抵押担
保借款合同》120万元
6、1998年4月3日《抵押担
保借款合同》50万元

抵押人

三亚绿色工
程发展有限
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确定文昌
汽车城项目用地规划条件。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9月28日至2019年10月2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
路 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 昌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关于进行《文昌汽车城项目用地规划条件论证及控制单元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8日

工程结算催办公告
海南佳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承建的武警海南省总队三亚支队原三大队装修

工程，我支队多次电话催促并函告贵公司办理工程结算，但

贵公司一直没有报齐审计资料。为此，我支队公告催请贵公

司，在公告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派员携带工程结算资料到

支队保障处处理工程结算事宜，如在期限内未得到贵公司回

应，我支队将按实际拨款数进行决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贵司承担。

特此公告。

武警海南省总队三亚支队保障处

2019年9月28日

工程结算催办公告
海南中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你单位承建的武警海南省总队三亚支队原三大队绿化

工程，我支队多次电话催促并函告贵公司办理工程结算，但

贵公司一直没有报齐审计资料。为此，我支队公告催请贵公

司，在公告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派员携带工程结算资料到

支队保障处处理工程结算事宜，如在期限内未得到贵公司回

应，我支队将按实际拨款数进行决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贵司承担。

特此公告。

武警海南省总队三亚支队保障处

2019年9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方）

与丁其方、钟泽（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将截至
2019年3月31日海南双进饮食有限公司1笔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
受让方，债权本息8,693,513.90元，其中本金1,200,000.00元、利
息7,493,513.90元，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该企业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据此，请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
丁其方（身份证 410926197407094039）、钟泽（身份证

610103197208172830） 住址：海口市龙华区坡博路26号（丁其
方）、海口市美兰区沿江四西路4号（钟泽）

联系电话：13876765321、13398999611
2019年9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351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9) 海

仲字第100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5月22日
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石峰与被执行人鲁有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鲁有兵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义
龙横路 12 号义龙丽景都市公寓 401、402、403、404、405、
406、407、408、409房共九套房产。本院拟对上述房屋予以
处置，如对该涉案房屋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秀英区镇域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海口市龙华区镇
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表咨询服务的公告（二次）
海口市秀英区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咨询服务、海口市龙华区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咨询服务现第二次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请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
对象。截止2019年9月30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
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伍工 0898-68617692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韩前光：

由于你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自2019年9月9日起连续
旷工超过5个工作日，你的行为已严重违反我行的劳动纪律、规
章制度。且经我行多次通知，你仍然不按时返岗工作。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我行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相关
条款，我行已于2019年9月25日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同
时终止劳动关系。自2019年10月1日起停发你的薪酬，并停
止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福利待遇。

请你在接到本通知后15日内，到我行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办理的，产生的法律后果全部由你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9月27日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国庆黄金周即将到
来，海南将进入秋冬旅游旺季，为期一
年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也即将正式
开启。9月26日，我省召开国庆假日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暨旺季动员电视电
话会议，对旅游旺季接待服务和国庆
假日旅游管理以及旅游市场综合监管
工作进行了部署。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省将加大假日
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加强特色文旅产
品打造，为游客提供全面化、多样化、
特色化的旅游文化产品，激活假日旅

游市场，拉动旅游消费，实现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开门红”。

为迎接国庆黄金周，全省旅游
文化系统提前安排，精心谋划，针对
金秋旅游市场的特点，推出了丰富
多彩的节庆活动和特色旅游项目，
在缓解传统热点景区接待压力的同
时，丰富新业态旅游产品，激发旺季
旅游市场消费活力，满足游客的个
性化需求。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白沙将以
嬉水为主线，结合当地特色旅游文化，
推出“少数民族嬉水嘉年华”活动，邀

游客一起品味黎族苗族文化精髓；澄
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将通过开展
陶艺体验、趣味互动游戏、文艺表演等
各种活动，展示特色小镇风采；文昌将
推出“2019年文昌市文昌鸡美食文化
节”，向游客推介抱罗粉、糟粕醋、农家
婚宴头盘菜“全家福”、锦山牛肉干等
美食；呀诺达景区将融合俄罗斯风情
和海南元素，推出“俄罗斯风情节”，用
精彩的表演和美食向游客奉上一场旅
游盛宴。

同时，我省将大力营造旺季旅游
消费氛围，举办多场市民和游客可共

同参与的特色主题活动，实现旅行途
中与国同庆。比如，在全省范围内举
办为期两个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动”，
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海口市民广场将
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省图书馆将举
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东方市10月1日将举办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健步走活动；三
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海口观澜湖度假
区也将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活
动，通过组织大合唱等形式，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据悉，我省各市县、企业还将深入

挖掘海岛生态、黎族文化、热带作物等
海南特色旅游资源，融合演艺、娱乐、
电竞、工艺美术等，创新打造“旅游+”
产品体系，并积极组织开展文化体验
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民俗旅游、
海洋旅游、温泉旅游、森林旅游、邮轮
旅游等旅游活动。为满足广大游客多
样化出游需求，我省旅游系统还将编
排设计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旅游套餐
和旅游线路，推动探险游、自驾游、自
助游等个性化旅游活动。

聚聚焦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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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国庆黄金周，我省加大假日优质旅游产品供给

国庆大餐“菜”备齐
海口将加大力度拓展旅游消费空间，
拉动旅游消费增长

举办多样活动
满足多元需求

本报海口9月 27日讯 （记者张期望）9月
2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国际旅游消费
年活动动员会上获悉，海口将加大力度拓展旅
游消费空间，开展国际国内宣传促销，举办节
庆赛事展会活动，推出四大主题旅游线路和系
列优惠活动，并加快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
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到 2020 年，力
争全市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 3000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超过340亿元。

据悉，海口将推出一批切实拉动旅游消费增
长的节庆活动、会议展览、文化艺术活动、体育
赛事、购物促销活动。具体包括举办中国文旅资
源对接大会、中国（海口）入境旅游营销大会、
2019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2019海南国际
房车（汽车）露营休闲旅游博览会、海南美食文
化节、海南岛欢乐节、海口市仲夏文艺季、换花
节等活动，为海口旅游市场增添新的活力。

为了满足游客多元的旅游需求，海口将举
办 2019 国庆特色骑楼老街旅文融合活动、陈
慧娴海口演唱会、2019 张韶涵（寓言）世界巡
回演唱会海口站、2019草莓音乐节、火山音乐
节、2019爱奇艺FUN盛典、海口非遗展演等活
动。并将通过举办第四届全国业余高尔夫超
级联赛、全国城市电子竞技公开赛-NeXT城
市联赛（海口站）、2020海口市篮球联赛、2020
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2020海口马拉松赛事、
海口市“迎春杯”足球赛暨甲级联赛等赛事活
动,带动旅游消费增长。

据了解，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中，海口将开
展形式众多的系列优惠活动，主办海口乐购嘉
年华活动，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海口的航
空企业、景区、酒店、旅游综合体、免税店等市
场主体推出不同主题的消费惠民措施，推出4
条主题旅游线路，联动琼北旅游景区抱团营销。

本报万城 9月 27 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梁振玮）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万宁市将于10月
1日至7日在全市多地举办美食购
物嘉年华活动，活动以“美食购物，
乐享生活，舌尖万宁，释放消费”为
主题，汇聚各种美食小吃和精美商
品，让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享受

“美食+购物”。
万宁将在市人民公园和华亚世

茂欢乐城搭建活动主会场，设置60个
标准展位，展销海产品美食、农产品
美食，同时在周边空旷场地开展环保
节能家电促销、电动汽车展示、电动
摩托车展销、体育运动体验等活动。
活动现场将发放各类优惠消费券。

此外，在奥特莱斯万宁店、和乐
镇南楼后路、兴隆瓦西里街等地也
将设立分会场，同步开展精彩的购
物活动。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王军）9月26日上午，
海口召开会议，对国庆假日的旅游工
作以及服务保障进行部署。国庆期
间海口将提供丰富的文旅产品，并做
好旅游市场管理，确保市民游客度过
一个舒心快乐的国庆节。

据介绍，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联合琼北市县在节前不断丰
富假日旅游产品，活跃假日旅游市
场，确保旅游市场供给，在9月上旬
发布了以“爱在金秋畅游海口 礼赞
国庆快乐出行”为主题的国庆七天海
口自助旅游线路。

10月1日至3日

海口寻尝里夜市
邀您“逛吃”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 通讯员吴一华）
国庆将至，海口有哪些“逛吃”的好去
处？10月1日至3日，海口秀英区寻
尝里夜市将举办美食吃货节活动。

本次活动期间，寻尝里夜市每
日将送出200张寻尝里夜市美食
券，夜市70余家商户将为市民游客
提供全场折扣、“满减”等多种优惠，
此外每日抽选1名霸王餐获得者，
奖666元美食代金券。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9月27日从海口“兰
花谷”共享农庄获悉，国庆假期，该农
庄将开展“深闺康养，娱乐轻骑——国
庆七天乐”体验式游园娱乐活动。

据了解，“兰花谷”共享农庄是我省
首批共享农庄试点示范单位，国庆假期
将举办“康养美食联席餐饮”活动、知名
乐队现场表演、曲艺与综艺表演、网红
现场表演等系列娱乐和观赏性活动。

游

吃

购

万宁

国庆7天
嗨吃乐购

定安

“美食+购物”
一站搞定

海口

国庆自助游线路发布

海口兰花谷

乐队与曲艺同场竞技

➡节假日期间，儋州那大城区那
恁路夜市人气爆棚，大量市民前来购
物品美食。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在海口举办的音乐活动受到年轻人追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省每年举办的各项会展活动，吸引了国内
外众多客商参展，会展旅游蓬勃发展，为我省旅游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