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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以下债权及权益资产按现状进行

公开转让处置，现予以公告招商。
债权资产：

资产线索根据资产档案记载提供。资产线索的真实性、资产存在
的瑕疵和收购后不能达至预期收益的风险由意向人自行调查判断。交
易对象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联系方式：海南省海
口市滨海大道 81 号南洋大厦 23 楼，联系人：孙女士 0898-
68582835。监督电话：0898-68551035。

债务人
吴泽山

债务本金（元）
450,000.00

利息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资产线索（仅供参考）
琼海环市街23号铺面

担保人
无

名称
房屋所有权权益
房屋所有权权益

保国用（1998）字第123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权益

面积及坐落
97.12平方米，万宁市东沃镇

415.72平方米，万宁市长丰镇后田坡
1872.5亩，保亭县南林乡

来源
协议收购
协议收购

企业资产清理

权益资产：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1126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1月26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及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
进行现场与网络同步公开拍卖下述8套房产：

竞买保证金:50万元/套，2019年11月25日12:00前截止缴
纳，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标的按现状拍卖，即日起现场预
展。竞买人须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海口市相关房地产
限购政策，过户税费按照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话：0898-66723114 13036099114
网址：www.hntbpm.com 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卖”

海口市金垦路45号金岭佳苑（职工安置楼）
序
号
1
3
5
7

房号

102房
506房
1102房
2307房

建筑
面积（m2）
136.84
136.68
136.68
105.19

参考价
（万元）
189.20
192.80
198.50
162.60

序
号
2
4
6
8

房号

302房
1006房
1506房
2502房

建筑
面积（m2）
136.68
136.68
136.68
136.68

参考价
（万元）
190.90
197.60
202.50
21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

通 告
海资规[2019]11260 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
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
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
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
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
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
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
话: 68512605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日

产权申
请人

胡剑

钟儒秀、
周晓燕

申请依据

212房的房地产
买卖契约
215房的房地产
买卖契约

土地坐落

海口市龙华区
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
建设一横路1号

申 请 土
地面积
33.04 平
方米
31.97 平
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2004）
第001796号
海口市国用（2004）
第001796号

项目名称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原土地使用
者
海南创新书
店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
店有限公司

海南省商业总会通知
各参会单位：

全省商业代表大会定于11月8号（周五）下午14:

30-17:30在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九号楼一

楼A区省人大会堂召开。请您务必于当日12：30--

14:30之前到达会场签到领取会议资料。

大会签到处设在会场一楼门口，请您到指定签到

组，报公司名称签到。

因广场内车位较紧张，开车者请尽量提早进场。

注：海南广场有东西南北四个门，请您凭短信（微

信）通知，向值班门卫验证进入。

祝您顺利！

海南省商业总会秘书处

2019年11月7日

关于北官社区北街4号诚志大厦D4-16楼
征收补偿事宜的公告

2015 年 12 月 2 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琼山府
【2015】15号《关于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项目涉及道客社区、北官社区、米
铺社区和塔光农工贸区域范围内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
属物依法征收，北官社区北街4号诚志大厦D4-16楼（征收编号
为D4-16楼）位于征收范围内。现有冯金龙、符兰凤向本机关主
张权利，主张北官社区北街4号诚志大厦D4-16楼系其二人出资
建设，其二人系北官社区北街4号诚志大厦D4-16楼的房屋所有
权人。本机关拟认定冯金龙、符兰凤为北官社区北街4号诚志大
厦D4-16楼的被征收人。如有异议，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
机关提出书面异议及相关材料，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
地权属无异议，本机关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超
联系电话：13876323836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1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61号

洋浦巨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300MA5T57
084R）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稽查结论》（琼税

二稽结〔2019〕1000010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

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稽查结论》主要内容：经对你（单位）2018年7月12日

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本局于2019年7月17日起对你公司

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相关发票涉税情况进行

了检查，检查未发现税收违法问题。情况的检查，未发现税收违

法问题。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执行

科，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11月7日

联合拍卖公告
受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2019年11月

27日上午10时在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按标的物现状进
行第二次公开拍卖以下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破产资产：1、位
于海口市海秀路侨中里天竺小区A1-1号别墅，建筑面积：535.95m2，
参考价：430.904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2、位于海口市海秀路侨
中里天竺小区A2号别墅，建筑面积：535.95m2，参考价：421.04万元，
竞买保证金50万元；3、台旅T字第060240号《海南台达高尔夫俱乐
部会员证》的权益资产，参考价16.336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4、海
南大东海旅业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人股80万股。参考价为64
万元，竞买保证金6万元。以上标的整体竞买优先，整体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若无整体竞买则分开单项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
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1月25 日17时止,竞买保证金以款
到账为准。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者，请到以下任一家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
办理相关竞买手续。主拍单位：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
市国贸路 47号港澳（申亚）大厦 25 楼；电话：0898-68585002、
13876683321。联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地址：
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 A 座二层；电话：0898- 68529777
13976111340。联拍单位：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城西镇梧桐路 1 号清水居庭院；电话：0898- 66776139
18976211911。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2622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友谊星光城项目建筑方案及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街道办事处书场村村民委员会拟建的友谊星
光城项目位于海口市化工二厂西侧，本次申报项目拟建3栋地上6-
24层、地下2层的商业、酒店及住宅楼，建筑退东侧用地红线10米，
满足最小退线距离要求，同时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偿
建筑面积180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1月7日至11月
2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69 ，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7日

关于琼海裕裕顺实业有限公司
员工宿舍楼北区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裕裕顺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中

原镇银山商业街,总用地面积为240平方米。根据《琼海市中原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控制指
标为：容积率≤1.01，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20米。绿地率≥
30%。现拟批复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72.3m2,容积
率0.3，建筑密度30%，绿地率39.2%。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1月7日至11月15日）。2、公示地点：琼
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
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
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6日

海南思弘佩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G
FAX24,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二稽罚告〔2019〕1000062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
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事实依据：
你公司虚开1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14,584,418.71

元，税额合计2,479,351.29元，价税合计17,063,770.00 元。
1.你公司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1日31日期间，向海南

馥兰实业有限公司虚开 68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02315576- 02315593、03076329-
03076378），金额合计6,636,752.13元，税额合计1,128,247.87
元，价税合计7,765,000.00元。

2.你公司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1日31日期间，向海南
荣渠实业有限公司虚开 82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02167696- 02167720、02176762-
02176786、02315544-02315575），金额合计7,947,666.58元，税
额合计1,351,103.42元，价税合计9,298,770.00元。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三十七条的

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虚开1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拟处予罚
款50万元。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
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七楼
联系人：田先生
电话：66969513

2019年11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67号

本报曼谷 11 月 6 日电 （记者
黄媛艳） 11月 3日至6日，2020年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组委会（以
下简称“三亚亚沙会组委会”）应邀
参加亚奥理事会—奥林匹克团结
基金会区域论坛。亚沙会组委会
副秘书长、亚沙委执行副主任、三
亚市副市长周俊率队前往，汇报三
亚亚沙会的筹办进展情况，并为即
将举办的三亚亚沙会团长大会做
前期沟通工作。海南日报记者从

本次论坛上获悉，组委会 11月 28
日将对外发布吉祥物。

此次三亚亚沙会组委会代表团
向各国和地区的奥委会代表详细汇
报了今年3月份以来三亚亚沙会的筹
办进展、下一步重点工作，拜会亚奥
理事会秘书长侯塞因，并积极与与会
企业代表洽谈市场开发合作事宜。

7月19日，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正
式成立。目前，三亚亚沙会竞赛场地
和开幕式场地的初步选址已完成，已
整理出17个竞赛大项和94个竞赛
小项，首批志愿者招募已开始初筛工

作。会徽、口号及吉祥物是一届运动
会的重要元素，目前征集工作已经截
止。10月25日三亚正式对外发布

“久久不见久久见”“See Ya in
Sanya”的中英文口号和会徽。

三亚高度重视亚沙会的筹办工
作，在总部酒店、运动员村建设和餐
饮服务、媒体住宿等方面统筹稳妥推
进。三亚把筹办2020年第六届亚沙
会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在建设竞赛
场馆、运动设施、文化设施的同时，围
绕交通出行、绿化美化、环境整治等
统筹实施一批项目，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三亚形象。
下一步，三亚亚沙会组委会将全力

筹备好亚沙会代表团团长大会，完成技
术手册的编制工作，分三次开展对各国
和地区奥委会的体育报名，进一步细化
做好竞赛项目和场馆规划、亚奥理事会
大家庭食宿、运动员村建设及餐饮服
务、媒体住宿等方面的综合保障工作。

周俊表示，三亚将举全市之力，
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筹备
工作，确保为全亚洲献上一届富有中
国特色、海南元素、三亚魅力的亚沙盛
会，同时通过亚沙会平台，推动三亚文

体产业发展，为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
合作，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
生作出三亚贡献，向亚洲和世界展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风采。

三亚亚沙会的筹办工作受到广
泛关注。与会期间，泰国公共广播
服务公司等多家媒体播出三亚亚
沙会的宣传片，并详细报道赛事筹
备情况；与会的各国和地区的奥委
会代表纷纷与三亚亚沙会组委会
代表沟通各自在赛会期间的国旗
国歌展示、赛事保障、三亚城市特
点等相关情况。

三亚亚沙会吉祥物本月28日发布

11月6日，在2019年国际乒联团体世界杯女子小组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乌克兰队。在男子小组赛
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中国男女队双双晋级八强。

图为中国队选手丁宁（左）/陈梦在比赛中。最终，丁宁/陈梦以3：0战胜乌克兰队选手捷季扬娜/加娜。
新华社发

国际乒联团体世界杯

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进八强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昌江保梅岭自行
车爬坡挑战赛暨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昌
江站）近日结束，来自岛内外近300名选手齐聚昌
江保梅岭。最终，来自海南美利达俱乐部的林开
雄以29分27秒的成绩勇夺本站联赛男子公开组
冠军，同时获得了男子组保梅岭爬坡王称号。海
口海港TREK车队的杜传艺以36分37秒的成绩
夺得女子少年组冠军，同时获得女子组保梅岭爬
坡王称号。

本次比赛选取了环岛赛最精华刺激的爬
坡赛道，从昌江保梅岭森林公园开始，全线挑
战保梅岭登山绿道。顶级的赛事线路加上美
丽的自然风光，不仅让运动员们赞不绝口，还
让运动员们尽情享受了一番大自然所赐的“天
然氧吧”。

本次比赛组委会还邀请了来自全省各市县的
20组家庭的小车手们担任小小车手模特。在比
赛开始前，这群萌娃们便展开了精彩的角逐。小
车手们年龄虽小，气势却不输成人，在赛道上气宇
轩昂，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争虎斗”。

昌江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昌江引进
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希望能以赛事
为支点，积极探索“体育+旅游”“体育+文化”“体育+
城市品牌”等多种新型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山海黎
乡大花园”。

省旅文厅竞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海南自
行车联赛赛事的成功举办，吸引省内外骑行爱好者，
亲身来到昌江骑行比赛，深度领略昌江的山水美、城
乡美和人文美，同时又通过朋友圈、微博等自媒体分
享骑行经历，传播海南昌江的美丽风情，打响海南特
色旅游品牌。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
旅游协会、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承办，海南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公
司运营。

昌江保梅岭自行车爬坡挑战赛结束
林开雄夺男子公开组冠军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9年第六届“美视主席杯”
高尔夫球国际交流活动5日在海口
美视五月花球会落幕。本次交流活
动包括高尔夫国际交流赛、高尔夫旅
游推介会及签约仪式和高尔夫国际
交流论坛。

2019第六届“美视主席杯”高尔
夫国际交流赛5日结束，比赛设两轮
36洞个人比杆赛和团体比杆赛，国
内外多家高尔夫球会负责人和多名
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参加。本届
赛事规模扩大，齐聚专业、权威的高
尔夫球业内人士，吸引国内34家驻
琼媒体报道。

最终，江西省高尔夫球协会斩
获团体比杆赛冠军，泰国队夺得团
体比杆赛亚军，东道主海南省高尔
夫球协会获得团体比杆赛季军。在
个人比杆赛方面，美国选手董时福
赢得第一名，江西省高尔夫球协会
的球手余汉良位居第二名，泰国球
手Noppakoch Metmaolee 获得第
三名。此外，重庆高尔夫球协会的球
手曹光辉以1.2码获得最近洞奖，广
西高尔夫球协会的球手杨宁以290

码将最远杆奖收入囊中。
“美视主席杯”由海口美视国际高

尔夫球会与海南省高协共同发起，至
今已成功举办六届。“美视主席杯”高
尔夫球国际交流活动每届均设置不同
主题，旨在深入挖掘海南高尔夫球产
业的潜力，促进海南“高尔夫+”模式
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为国内外高尔夫
球会搭建一个联谊、合作、共享、双赢
的世界平台。

在高尔夫国际交流论坛上，海
南省高尔夫球协会常务副主席王扬
俊作了主题演讲。他表示，海南省
高协成立至今已走过23年历程，作
为海南高尔夫行业与政府主管部门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省高协始终秉
承创会宗旨和社会责任，建立了海
南省高协与境外高协、海南球会与
境外球会的交流合作平台，完善合
作机制，彼此之间互认球卡，球员凭
卡享受互惠待遇，方便境外游客入
境打球、旅游。

本次活动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指
导，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海口美视国
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承办。

力促“高尔夫+”模式多元化发展

海南举行高尔夫国际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