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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A09
2019年（第20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艺术演艺周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舞剧《梁祝》
—以身为笔叙经典，以舞为魂感深情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演出时间：2019年11月25、26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海口市滨海大道25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26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28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300元）

售票时间：2019年11月18日至11月26日
售 票：大麦网APP或大麦网购票链接

2019年（第20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艺术演艺周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综合歌舞晚会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文艺演出》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东方歌舞团）
演出时间：2019年11月23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海口市滨海

大道25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1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5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550元）

售票时间：2019年11月18日至11月23日
售 票：大麦网APP或大麦网购票链接

关于“海南天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
“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9年11月13日，我公司已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
《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工作，公司名称由原来的“海南天汇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是海南省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清洁能源业务板块的支柱企业。
2015年8月，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

交易，证券代码：833042，是海南省国资系统首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
2017年 2月，公司获得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18年8月，列入国务院国资委深化国企改革“双百企业”名单；
2018年10月，发行海南省首单绿色、国有企业资产支持证

券，荣获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AAA级的信用评级；
2019年11月，公司荣获电力行业信用评价AAA级企业。
欢迎洽谈股权合作、项目合作及人才合作！
联系人：林洪
联系电话：0898—68567145 18976555066

受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产权交易所与海南亿能拍卖
有限公司联合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海南省百货公司持有的海南
百友实业有限公司40%股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5700万元，竞
买保证金6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2月6日15: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产权交易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
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12月4日17:00截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2月4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银 行 账 号 ：
1009454890003501；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海中法拍委字第2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558010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59156 13807588767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77926

海南产权交易所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19）海中法拍委字第2号

2019年11月19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01破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何承超的申请于2018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
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4月25日指
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为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
向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
华能大厦16层B座；联系电话：0898-66518572、13907599795：传
真：0898-665118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月14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1128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1月28日上午10:00以现状净价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2019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6日。展示地点：
海口市秀英区药谷工业园区药谷三横路2号。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
11月27日下午17时（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报名、拍卖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10楼会议室。特别说明：1、本次车辆整体拍卖
优先，过户手续及相关税、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2、关于车辆限购及过
户事宜，竞买人参加竞买前需自行前往车辆主管部门了解详情并认
可。电话：68538965 18976947136（详细图文添加此微信）

序号
1
2
3
4
5

车牌号
琼AXU655
琼AWR722
琼A30526
琼A32991
琼A25117

车辆型号
奥迪WAUA2B4H
田野牌BQ1022M9

程力威牌CLW5110GSS3
宇通牌ZX6126CHEVG2
金龙牌XMQ6126Y3

登记时间
2013.12
2013.12
2012.05
2013.01
2010.09

参考价（万元）
37.275
0.35
0.63
3.92
1.96

竞买保证金（万元）
5
0.5
0.5
0.5
0.5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
济区安置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及
林木采伐作业设计编制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18810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39104平方米，项
目总投资估算为228330.13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96833.77万元。
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1、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2、林木采伐作业设
计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具
体金额)的形式报至我司项目部。截止11月22日下午17点30分停
止报价，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韩磊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海南鸿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陵水种养场土地公开招租公告
现海南鸿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种养场106.7亩土地进行

公开招租，（该项目已经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过）标的

现状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老包园村；租期五年租赁单

位（个人）需自行负责场地清理（约50天）和协调相关部门通

水通电，承担有关风险。有意者联系我司。联系人：李秀电

话：18689739933。地址：海口市蓝天路19号昌隆酒店8楼。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1月26日。

海南鸿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海南庞龙实业有限公司闲置房屋
公开整体招租公告

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文明西路内江大厦第6层A座、C座

分别进行公开招租，建筑物面积：A 座 158.49m2、C 座

134.48m2，租期三年，首年租金：A座位2947元/月、C座为

2431元/月。了解详情请来电咨询，联系方式：海口市蓝天西

路19号昌隆酒店八楼803综合办公室，电话：66762035吴先

生。报名时间至2019年11月26日。

海南庞龙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公 告
海口椰春白蚁防治有限公司、郑州卓邦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由于贵司联系方式及联系地址变更后没有通知我司，致使

我司无法联系贵司。贵司可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与我司取

得联系。

若贵司未在上述时间内与我司联系，最终致使贵司利益受

损的，相应的损失将由贵司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联系方式：熊先生 18308993525

马女士18976620580

海南盈滨岛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公 告
佛山市顺德区环威电器有限公司、广东德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环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城安信熙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红太阳建设股份公司、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海南风能电
力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和顺同方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天威贸易有
限公司、海南金燊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海南科能实业有限公司、山
东天和恒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新远装饰有限公司、海
南久园生态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誉全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海南盛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凯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
皇城装饰实业有限公司、山东金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海南
雨人景观设计建造有限公司、海南广铝幕墙装饰有限公司、海口
创逸诚品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由于贵司联系方式及联系地址变更后没有通知我司，致使我
司无法联系贵司。贵司可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与我司取得联系。

若贵司未在上述时间内与我司联系，最终致使贵司利益受损
的，相应的损失将由贵司自行承担。特此通知。

联系方式：赖先生18078900803
朱女士 17789886883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运输服务外包招标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份报纸每天需从海口运

到三亚。具体情况如下：

一、运输服务要求

1、外包方备置车辆及司机并制定专车专线运输服务应

急方案，确保报纸每天的运输时效及服务质量。

2、外包方运输车辆及司机每天凌晨3时前到达海南日报

印刷厂等候取报、交接。

二、报名时提供参加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

及单位资质证件复印件。

三、报名时间

2019年11月20日至2019年11月22日。

四、联系人及电话：吴云 0898- 66810740

五、报名地点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三楼。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WZSJS-2019-13-1、2、3、4、5号地块项目用地供地计划信息的公告
五自规告字[2019]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和《划拨用地目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五指山市2019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整体安排和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四届87次〔2019〕21号）会
议精神，现将编号为WZSJS-2019-13-1、2、3、4、5号地块项目用地供地计划信息公告如下：

一、协议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为实施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优化配置土地资
源，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潜力，结合我市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科学研究，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
（试行）》（琼府〔2019〕13号）相关法律法规，现拟将编号为WZSJS-
2019-13-1、2、3、4、5号地块以协议方式出让。意向用地单位需符合
在海南省内登记注册从事茶叶科学研究的机构和具有优秀团队资源，
由国内知名专家（院士）领衔的技术团队支持。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如
有多位意向用地单位申请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则协议出让方式转为挂
牌出让方式进行供应，如只有一位用地单位申请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则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继续按协议出让方式进行出让。

二、公告时间
本公告起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早上8：00，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20日下午17:30。公告期限为30天，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计。
三、意见反馈途径
如有意向用地者，请与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协商。
地址：五指山市通什镇河北东路7号
联系电话：15719885155
联系人：郑先生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年）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

WZSJS-2019-13-1号
50
≥40

≥305.38

宗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限高（m）
土地评估总价（万元）

5926.10
≤2.0
≤30

305.38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开发建设期限

五指山市南圣镇红沟村旁原农业科学研究所
≤30

科研用地
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1年内动工建设,3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年）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

WZSJS-2019-13-2号
50
≥40

≥281.51

宗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限高（m）
土地评估总价（万元）

5462.85
≤2.0
≤30

281.51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开发建设期限

五指山市南圣镇红沟村旁原农业科学研究所
≤30

科研用地
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3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年）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

WZSJS-2019-13-3号
50
/

≥10.33

宗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限高（m）
土地评估总价（万元）

1371.25
/
/

10.33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开发建设期限

五指山市南圣镇红沟村旁原农业科学研究所
/

园地
按土地现状用途管理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年）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

WZSJS-2019-13-4号
50
/

≥20.88

宗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限高（m）
土地评估总价（万元）

2772.88
/
/

20.88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开发建设期限

五指山市南圣镇红沟村旁原农业科学研究所
/

园地
按土地现状用途管理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年）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

WZSJS-2019-13-5号
50
/

≥30.27

宗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限高（m）
土地评估总价（万元）

4020.3
/
/

30.27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开发建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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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
按土地现状用途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自然资告字〔2019〕20号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
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
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
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
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
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该地块拟安
排用于中央预算内资金建设的粮食储备和交易中心项目使用。(五)竞
买人及申报项目须符合金马物流中心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竞买
人所属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不少于3000万元。（六）竞得人须按4亩一
个招工指标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17日下

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
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领取《澄
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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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下午17时前（以实际到账
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的，澄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12月17日下午17时30分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2月9日上午8:30。（二）挂牌截止

时间：2019年12月19日上午11:00。（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
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四）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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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五）本次挂牌
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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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事项
（一）该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

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
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
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该项目
建设符合环保和土壤环境质量要求，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方式建
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该宗地位于
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
措施防治地质灾害。（三）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2250万元/公顷
（150万元/亩），税收不低于225万元/公顷/年（15万元/亩/年）,营业额
不低于1500万元/公顷/年（100万元/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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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
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
要与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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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
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
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
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
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五）受让人取得土
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设
计施工的，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六）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
《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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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0日

地块编号
2712-
201702-1号

位置
金马物流园区金一路与
六号路交汇处东南侧

面积（公顷）

2.5764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60%
绿地率

≤20%
建筑高度

≤24米
起始价（万元）

924

保证金（万元）

924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交房公告
尊敬的现代美居业主：

由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南现代美居生

活物流园（二期）配套5#、9#楼住宅及商铺（一层、二层）现达到交

付使用条件，请广大业主按我司交房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资料，

于2019年11月27日-11月30日(上午9:00-12:00，下午14:

30-18:00)前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山高南路2号喜盈门营销中

心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收楼咨询电话：0898- 36606996、

13278912838、0898-66831133。

特此公告，恭候亲临！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月11月26

日23:00-27日06:00对总机服务VPN平台系统进行优化

升级。届时，全省总机服务VPN用户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1月21日

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化期

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重启机顶盒即可

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九所互通至
渔港互通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 G98环岛高速公路K296+362铁路立交桥左幅进行桥梁搭板

重建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现
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
时间：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1月10日。二、管制路段：G98环
岛高速公路九所互通至渔港互通段左幅（乐东往三亚方向）。三、管制
方式：根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管制路段左幅（乐东往三亚
方向）进行封闭，由乐东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G98环岛高速九所互通
驶出高速，绕行省道S313毛九线，经G225国道行驶至渔港互通上高
速，未封闭的右幅（三亚往乐东方向）正常通行。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
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
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11月17日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19年11月30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净价拍卖：
1. 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新世纪名人花园（半山香榭）2栋1

单元14层1401房，建筑面积115.86m2（套内建筑面积88.08m2）；参
考价：2.3万元/m2；竞买保证金50万元。

2. 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南田农场龙棠大观9号楼2层203房，建
筑面积99.87m2（套内建筑面积81.56m2）；参考价2.16万元/m2；竞买
保证金50万元。

3.位于陵水县黎安零公里以北海岸线合景·汀澜海岸1号缦澜轩
11 层 1#- 1 单元-1101 房，建筑面积 90.11m2（套内建筑面积
72.78m2）；参考价1.35万元/m2；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29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竞

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提示竞买人：请自行了解并具备符合海南省有关房地产限购政

策的购房资格。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工行海口蓝天支行；账号：2201023809200968779。

电话：0898-68522193 13138998118
网址：www.ronghepm.com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