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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诚聘人才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2000年，是教育部备案公办性质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连续三届荣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和连续三年荣登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的院校。
一、招聘岗位
培训项目总监、学历教育（非全日制）项目总监、首席信息官（CIO）、首席人力资源官(CHO)、创新创业教育主管、校企合作主管、校办

秘书、学生政治辅导员，跨境电子商务、财会、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土木工程、新能源汽车类专业教师，畜牧兽医专业带头人等16个
岗位向社会招聘，具体岗位详见学校网站（http://www.hcvt.cn）招聘公告。

二、薪酬福利
薪酬面议，待遇从优；“五险一金”、免费体检、培训机会和各类奖励等；优秀人才可协议年薪制，符合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条件的，可

享受高层次人才引进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租房补助等优惠政策。
三、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14日（优秀人才可随时联系报名），报名材料发送至rlzyb@hcvt.cn（以“姓名+应聘岗位”命名）；联系人：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人力资源处杨老师，0898-31930808。

2019年（第20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舞剧《大梦敦煌》
——中国经典民族舞剧展现千年敦煌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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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单位：兰州歌舞剧院

演出时间：2019年12月21日、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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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39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410元）

售票时间：2019年12月11日至12月22日
售 票：大麦网APP或大麦网购票链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201913040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

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

海南天鹏游乐有限公司持有的琼山灵山国用(92)字第0588号

土地证项下172.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陈成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灵山国用(92)字第0588号

土地证项下172.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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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00:00—06：00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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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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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
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转让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
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
为自发布之日起5日内。

联系人：吴经理 联系电话：13389855959
通讯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二层
邮编：570125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56763800（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2019年12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数

客户名称
乌兰宝珠
常磅薄
林志强
邓中树
陈杰
符海芳
温文
谭晋霞
杨唐梅
陈坤兴
王进
李妹
黄万生

2019.11.30合同余额
486,970.48
610,783.10
475,795.35
406,038.46
242,617.22
289,306.73
87,408.04
685,388.55
300,000.00
47,668.32
102,078.02
450,517.39
100,000.00
4284571.66

担保方式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商品房抵押
信用贷款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

乌兰宝珠等13户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本金428.46万元、
利息28.78万元、罚息5.03万元以及相关担保权益，债权所在地
为海南省海口市），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莫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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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逢文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陵水昌
隆泡沫包装箱厂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莫逢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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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逢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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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 水 昌
隆 泡 沫
包 装 箱
厂

本金

3,500,000.00

利息

8,706,599.88

本息合计

12,206,599.88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或
签订日期）
1、1995年12月26日《抵
押担保借款合同》及《贷
款抵押协议书》借款120
万 2、1996 年 9 月 5 日
（96）农银借合字第 009
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借款 150万 3、2000 年 1
月5日《借款合同》及农行
陵水支行与梁孝基签订
的《抵押合同》借款80万

抵押人

梁如、王
月花、林
明灼、梁
新、梁孝
基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380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6) 海仲字第108
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
人周克顺与被执行人朱敏、朱海梅、黄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周克顺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
拍卖该案诉前保全冻结的被执行人朱海梅、黄海持有的海南联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10%的股权。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股权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
股权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
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股权。特此公告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 570206
联系人:李涛 联系电话:0898-66761501

二○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902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中投富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苏宏永、陈金望、黄跃柳、黄跃言、吕青山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在审判阶段，本院作出（2018）琼01财保7号民事裁
定书，冻结了被执行人苏宏永持有的海南万缘建材有限公司
47.175%股权、被执行人黄跃柳持有的海南万缘建材有限公司
22.6625%股权、被执行人吕青山持有的海南万缘建材有限公
司12.691%股权、被执行人黄跃言持有的海南万缘建材有限
公司9.9715%股权、被执行人陈金望持有的海南万缘建材有
限公司7.5%股权；本院作出（2018）琼01民初392号民事裁定
书，查封被执行人黄跃柳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
三路5-7号滨海新天地一期8号楼一单元1101房【证号：琼
（2016）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1949号】；查封被执行人吕青
山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迎宾大道18号新城吾悦广
场C区7号楼1006、1106号房其中的份额【证号：琼（2017）海
口市不动产权证明第0018436号】的房产。在执行过程中，本
院做出（2019）琼01执902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吕青山
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迎宾大道18号新城吾悦广场C
区住宅地下室负1层B045室【证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98011号】和B046室【证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97824号】房产。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
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罢工和游行活动不断升级，
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据法国媒
体报道，在5日的罢工中，整个法
国交通陷入瘫痪，全法 70%的学
校受到罢工的严重影响。而在9
日开始的罢工中，法国国营铁路
公司宣布，9日和 10日全国铁路
仅能保证15%至20%的运力。巴
黎大众运输公司称，巴黎地铁9日
大部分线路发车频次大幅下降，
公交车发车频次只有平日的一
半。法国总工会负责人表示，大
罢工还将继续。

此外，法国媒体对马克龙此项
改革的评价也并非完全正面。《费加
罗报》说，马克龙改革的初衷是为了
实现公正、简化制度、提升效率，但
简单地“一刀切”极有可能适得其
反，而且能否使国家财政在2025年
实现平衡也令人担忧。

总统府爱丽舍宫 5日曾发表
声明说，虽然马克龙将坚持改革，
但也愿意“倾听和协商”，“仍有谈
判的余地”。

分析人士认为，法国退休制度
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如何在改革
需求和民众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将
考验马克龙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据新华社巴黎 12月 9日电
记者唐霁 应强）

新一轮全国大罢工造成巴黎等多个城市交通瘫痪

法国退休制度改革“难”！
继5日80多万人罢工游行后，法国9日又开始新一轮反对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全国大罢工。罢工造成巴黎等多个城市

交通瘫痪，全国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分析人士认为，法国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计划不仅触动民众利益，还引发民众对精英
阶层不满，面临巨大阻力。如何在改革需求和民众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将考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法国养老金体系赤字严重，
2018年为29亿欧元，按现状预计
2025年将达到79亿至172亿欧元
之间。法国媒体指出，由于人口老
龄化、生育率低、失业率高，法国目
前现收现付制的退休制度造成政府
不断通过大量注资来维持国家养老
金账户的正常运行，政府财政难以
为继。

有鉴于此，马克龙希望建立一个
全民统一的积分体系。有分析认为，
一旦改为以积分制为基础的基金制，
养老基金的构成将更多地取决于劳
动者所缴纳的养老费数额，政府可以
逐步削减对养老基金的补贴。

然而在民众看来，这一改革将
损害自身利益。一旦采用统一的退
休制度，包括铁路和公交系统在内
的很多行业原本丰厚的退休金都会
不同程度下降，因此这部分行业的
从业者尤其反对马克龙的改革计
划，希望维持原有身份特权。

同时，改革还将导致法国人工作
年限延长。目前一些公共部门人员
50岁就可退休，私人机构雇员可在
62岁退休，但新的退休制度规定工
作到满64岁才能拿到满额退休金，
提前退休意味着退休金会相应减
少。这一点遭到劳动阶层的普遍反
对，他们要求维持现有的退休年龄。

一些媒体和专家指出，退休制
度改革只是引发罢工的“导火索”，
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对100名参
加5日大游行的法国人进行了采访，

“收入下降”和“社会不平等”成为人
们解释参加游行原因时使用的高频
词汇。法国《解放报》认为，从罢工

和示威者的诉求不难看出，本次罢
工已远远超出退休制度改革的范
围，许多人将怨气指向精英阶层。

法国学者贝特朗·巴迪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贫富
差距加大、阶级固化，使得人们怀疑
和反对现行体制。有分析指出，法
国经济长期低迷造成贫困人口不断

增多，退休制度改革让普通人对未
来退休收入下降、工作年限延长产
生恐慌，进而质疑政府改革。他们
认为，相比精英阶层，平民阶层的生
活更依赖退休金，而且国家削减百
姓的退休金将省出钱来用于相关投
资也将主要使精英阶层获利，因此
改革计划对平民阶层不公平。

不满精英阶层

12月9日，在法国巴黎，（从左到右）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准备出席“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10日发表声明说，俄
总统普京在“诺曼底模式”四国巴黎峰会之后的联
合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正在“回暖”。
相关被扣人士得以交换，顿巴斯地区3个地点撤
军事宜已经完成，“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得以举
行，就多个重要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

新华社/法新

普京:乌克兰问题正在“回暖”

智利空军宣布

搭载38人的失联飞机失事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12月10日电 （记者尹

南）智利空军10日凌晨发布新闻公报，宣布失联
已超7小时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失事。事发
运输机上共有38人，其中包括17名机组人员。

公报说，空军会同失联地点附近的智利和外
国空中和海上力量将继续展开搜救，寻找可能的
幸存人员。公报还说，有关方面已同机上人员的
家属联系，将及时向他们通报后续情况。

12月9日，法国首都巴黎交通几乎完全瘫痪，这是乘客早上挤地铁列车上班。 新华社/法新

这是12月10日拍摄的新西兰怀特岛。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惠灵顿12月10日电 （记者郭磊
卢怀谦）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10日确认，怀特岛
火山喷发灾害涉及两名中国公民，其中1人受伤
并已送院治疗，使馆已要求新方尽快提供另一名
中国公民有关情况。

当地时间9日下午，新西兰丰盛湾地区怀特
岛发生火山喷发灾害，当时岛上共有47人。截至
当晚，这次火山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6人，
8人失踪，多人受伤入院。

新西兰警方10日发布消息说，他们在怀特岛
上没有发现生命活动迹象，失踪者或已罹难。警方
公布了岛上47人的国籍，其中2人来自中国，24人
来自澳大利亚，9人来自美国，5人来自新西兰，4人
来自德国，2人来自英国，1人来自马来西亚。

新西兰怀特岛火山喷发已致6人死亡

两名中国公民受伤

国际观察

A 触动民众利益

B

C 仍有谈判余地

新华社拉巴特12月10日电 当
地时间12月 10日上午，《平“语”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阿拉伯语
版新书发布会暨座谈会在摩洛哥首
都拉巴特星空书店举行。摩洛哥文
化、青年与体育部图书局局长法塔吉
尔、摩洛哥国家图书馆馆长阿费兰
尼、摩洛哥皇家学会负责人，摩洛哥

学术界、出版界代表，中国驻摩洛哥
大使李立、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
伟，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等中摩两国政府、文
化、教育、媒体等各界嘉宾100多人
出席发布会。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
用典》一书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制作播出的 12 集同名电视专题片
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该书生动讲
解了习近平主席在其讲话、文章和
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代名言名句
和经典故事，展现了习近平主席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反
映了他从中所汲取的治国理政智
慧与理念。本书阿拉伯语版围绕

“为民”“立德”“修身”“家风”“孝
老”“躬行”“崇学”“廉政”“天下”等
12个主题展开讲述，为阿拉伯语世
界的读者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领略习近平主席的为民情怀、治国
方略和个性品格，提供了一个亲切
生动的文本。

在首发式上，摩洛哥大学生用阿

拉伯文和中文朗读了习近平词作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赢得了阵阵
掌声。

首发式之后，中摩两国专家学者
就该书内容及“一带一路”相关议题、
中摩关系等展开热烈讨论。

该书中文版已发行超过270万
册，输出了12个语种。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阿拉伯语版
新书发布会暨座谈会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