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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1HN000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 ACL688 帕萨特
SVW7183SJD小型轿车等14辆车，挂牌价格为15700元-
99500元不等。公告期：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6日，
车辆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月20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于2019年12月3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合法拥有的对
债务人三亚寰保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
本金19440万元及其利息、实现债权费用等）及其对应的担保合同
项下对担保人（包括抵押人海南华建房地产有限公司、海南智高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齐瓦颂（三亚）养生社区开发有限公司，以及连带
责任保证人焦柯鑫、孙美娟、董倩文、焦志刚、温思渝、董成文）享有
的全部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现特将
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及其担保权利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前述债务
人、抵押人、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0日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2020）琼72民催1号

申请人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因遗失编号为
EGLV588900069517 的三套正本提单,提单载明船名航次为
UNI-ASSURE 0374-517W,承运人为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托
运人为以色列化工集团肥料与化学公司（FERTILIZERS&CHEM
ICALS LTD），收货人为凭指令（TOORDER），通知人为浙江浙农
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装货港为以色列海法（HAIFA）港,卸货港为
海口港,货物品名为复合肥,重量为 123000.000千克。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提单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提单及提单权利的行为无效。特此公告。

海口海事法院
二O二O年一月十六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调整审计、评估中介机构备选库的启事
我单位拟调整2020年度审计、评估中介机构备选库。应征

基本条件：依法设立并连续正常执业3年以上，具备与开展业务
相适应的资质条件，无不良执业记录。请有意向的审计、评估中
介机构发邮件至我单位联系人索取相关入围申请材料，并于
2020年2月18日前将书面申报材料报送至我单位（原中介机构
备选库机构须重新申报材料，未按期申请的视作放弃）。

联系人：童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68160
邮箱：tongzaiyong@chamc.com.cn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77986
邮箱：chenxiaohai@chamc.com.cn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293号

申请执行人黄彩琼与被执行人余新俊、邓传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琼 0105民初第
1249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余新俊、邓传玲
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20年3月2日
10时至2020年3月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
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sf.taobao. com/
0898/13)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不动产权登记在被执行人邓传
玲(身份证号:460003198606042426)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
港路 23- 2 号福隆广场 D- 1 座 2005 房 ( 不动产权证号:
HK310096)。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法官联系电话：0898-68651334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2019年9月26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2019）琼96破终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撤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9）琼9029破1号民事裁定书，并要求本院
继续进行海南金凤凰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程序。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
进行海南金凤凰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破产重
整程序，并于2019年12月24日指定海南天皓
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南金凤凰温泉度假酒店有限
公司管理人。海南金凤凰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3月13日前向海南金
凤凰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
1：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热作大
道20号热作所职工花园小区12栋106房，联
系方式：林律师13519810927；通讯地址2：海

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5号东方洋路海悦东方
商业楼二楼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郑
律师 18829389531；管理人邮箱：tianhaols@
163.com；微信公众号名称：金凤凰重整管理
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
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
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
利。海南金凤凰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金凤凰温泉度假
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3月27日9时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
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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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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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0年1月17日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9029破2号解除合同公告
蜀兴信托投资公司：

原国营东和农场（现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东和分公司）于
1992年10月14日与贵司签订《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根据合
同第五条约定，即“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报甲方主管部门批准生
效的十五天内，乙方以支票或现金向甲方支付土地转让款600万元。
如乙方逾期未交完应交款项，本合同自行解除而失效，乙方已缴交款
作为向甲方赔偿的违约金，所转让给乙方的土地，由甲方另行处理”。
至今为止，贵司未按合同约定在指定期限内全部缴交土地出让款，也
未对受让的土地进行实质性开发，贵司行为已构成合同违约。请贵司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天内到我司协商处理该项事宜，逾期我司将依
据合同约定解除与贵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后果自负。

（联系人：向先生，电话：18689931216）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0日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赵优）
每年的冬季特别是春节黄金周，都是
海南旅游消费集中释放的关键节点。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省旅游企业纷纷
推出丰富多彩的假日旅游产品，期望
以丰富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为广大市
民游客带来良好的旅游体验。

如今，“旅游过年”正在取代“回
家过年”，成为中国人春节假期的“新
民俗”。距离春节不到一周，旅游预
订进入高峰期。海南日报记者从在
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的《春节自由行
人气目的地榜单和价格指数》获悉，
三亚位居2020年春节境内自由行人
气榜榜首。与此同时，文昌、琼海也
进入国内性价比最高的自由行目的
地前十名。

“目前，不论是客房的入住率，还
是‘失落的空间’水族馆及亚特兰蒂
斯水世界的入园人数，都在不断攀
升。2019年春节黄金周三亚·亚特
兰蒂斯（不含酒店）接待游客8.73万
人次，目前，2020年春节黄金周的预
订情况十分可观，随着春节的到来，

度假区也开始迎来黄金周前的入住
及各大项目体验的高峰。”三亚·亚特
兰蒂斯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国内知名的一站式娱乐休
闲及综合旅游度假目的地，今年春
节黄金周期间，三亚·亚特兰蒂斯将
打造一系列充满乐趣的主题活动，
营造浓浓年味。1月26日至29日，

“快跑‘鸭’”活动将在亚特兰蒂斯水

世界精彩上演，小朋友可以免费获
取一只“快跑‘鸭’”参加漂流活动。
农历新年迎接仪式将会在1月25日
的零时准时启幕，度假区将燃放起
绚烂焰火，喜迎鼠年的到来。各项
新年庆祝活动也同时开启：“失落的
空间”水族馆将上演异彩纷呈的水
下舞龙演出；水世界将在1月25日
至2月8日开启夜场活动，营业时间

将延长至20时，让游客有更多时间
享受玩水的乐趣……

留宿小岛，与家人尽享海岛生活
也是不错的选择。日前，分界洲岛旅
游区新添度假留宿的好去处，“海豚
湾”客栈正式营业。客栈整体装修风
格为海洋主题，融入海豚、海狮等海
洋动物元素，客栈涵盖双人间、三人
间、八人间和十八人间四种房型，以

满足背包客、同学聚会、公司团建或
者各类研学营团的住宿需求。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二期项目呆
呆岛，也将于春节期间推出星空露营
主题系列套餐。在夜幕下，感受海风
的轻抚，星空的璀璨，享受别致的年味
情怀，不失为独特的春节旅行体验。

对于许多游客来说，外出旅游不
仅是看风景，还有享受优质的服务。

“度假区各部门目前正有条不紊
地部署工作，严格落实春节黄金周期
间值班轮班制度及相关工作方案，切
实做好安全保障和服务接待工作，力
保游客获得满意的体验。”三亚·亚特
兰蒂斯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设施设备排查到突发情况应
对演练，从接待游客的手势到问询客人
的语气……在分界洲岛旅游区内，潜
水部领班李跃海和同事们一丝不苟地
进行各项检查和培训。“虽然是每天都
做的工作，但春节黄金周游客将更多，
更需要我们的标准化服务。”李跃海期
待，和同事们以优质的服务，继续保持
景区春节黄金周潜水项目零投诉。

海南爱心扶贫网直播“带货”

买年货 助脱贫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韩星）1月19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六十二期
榜单揭晓。海南农垦以764.95万元的金额继续
占据销量排行榜首位，琼海忠锐生态大米以
13500件的订单数量在订单排行榜排名第一。

1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海南爱心扶贫网
开启网络直播，红心橙、山兰米、海鲜干货大礼包
等热销扶贫产品，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和下单。

1月18日晚7时，“百万流量·扶贫助困”海南爱
心扶贫网首届扶贫年货直播节公益活动在南海网头
条号、海南爱心扶贫网抖音号等多家直播平台同步
开启。儋州跑海鸭蛋、临高海鲜干货大礼包、琼中桑
葚酒、保亭黄金百香果……直播中，海南特色产品轮
番出现，主播们在直播中试吃分享、解答疑问，网友
纷纷留言要“带货”。该活动将持续至1月20日。

春节将至，为方便广大爱心人士购置年货，海
南爱心扶贫网在海口、三亚、儋州等地推出年货当日
达服务，顾客在当日16时前下单，当天就能收到货。

此外，海南爱心扶贫网“新春送温暖”系列活
动在本周开启，将走访慰问贫困户，为他们送上温
暖及新春祝福。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1月19日上午，
省教育厅召开2020年第一次调度会，
在前期充分调研和部署推进的基础
上，召集各市县（区）分管教育工作的
主要负责人和教育局局长，对提升学
前教育“两个比例”（公办园就读幼儿
比例达到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提高到80%）相关工作进行再部署、
再落实。

提升学前教育“两个比例”已被写
入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为
2020年政府督办重点事项。海南日
报记者从调度会上获悉，截至2019年
12月底，全省共有幼儿园2538所，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85.6%，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24.51%，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64.12%。目前，公办园就读幼儿比
例达到50%的有3个市县，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达到80%的有9个市县，
距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布
置的刚性任务还有一定距离。目前，
省教育厅已经编制了《海南省学前教
育布局规划（2019—2035年）》，各市

县（区）也都已经及时向省政府上报了
相关工作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下一步
工作思路和举措。

“我们将不负省委、省政府的重托
和全省人民的期盼，攻坚克难，坚决打
赢学前教育‘两个比例’提升战。”省教
育厅厅长曹献坤说，借鉴脱贫攻坚工
作经验做法，省教育厅已经建立了提

升学前教育“两个比例”会商机制，每
个月召开一次调度会，聚焦本市县如
何提升学前教育“两个比例”，“一市县
（区）一案”“一园一案”，列出清单，挂
图作战，具体到目标、责任人和时限
等，确保在今年内使我省公办园就读
幼儿比例达到50%、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提高到80%。

琼海：

嘉积全城
年货营销

本报嘉积1月19日电（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林精）为助力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年和琼海市经济发
展，由琼海市政府主办的2020年
琼海市年货全城营销季活动1月
18日在嘉积镇启动。

活动现场，多家商家现场摆
摊销售，斑斓糕点、山柚油、胡椒
粉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受到市民游
客的青睐。

据悉，该活动将从1月18日
持续至2月18日，参与行业涵盖
酒店、餐饮、家电、建材、装修、商
超、电动车等200多家企业。活
动期间，各商家将通过多种让利
方式，营造温馨舒适、火红热闹的
节日购物氛围。

元宵节期间，琼海市还将举
办美食光影集市，推出传统特色
年货小吃等，给消费者提供新颖
的美食文化体验。

三亚：

全力保障
价格稳定

本报三亚1月19日电（记者
徐慧玲）1月 18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三亚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三亚将多举措提升供
给和保障能力，确保春节期间酒
店机票价格保持总体稳定。

今年春节期间，三亚旅游
客房价格调控按市场调节和政
府调控相结合的方式，实行明
码实价。各旅游饭店按规定自
主定价，以OTA线上价格为基
准，上浮不超过20%，并须在饭
店大堂公示所有房型的实时销
售价格。

在航班座位供给方面，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
司在9个重点客源市场城市增加
11条春运航线，每天约14个航
班执飞；同时，新引进了长龙航空
和青岛航空。该措施将有效增加
航班座位供给约22.5万个。

租车：

如来出行
1850台新车投用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
赵优）日前，携程旗下线下租车服
务公司如来出行在海口宣布，与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向海南投放1850台新
车，助力海南春节旅游租车市场。

此次合作的促成得益于海南
自驾游市场的潜力。携程租车近
几年的数据显示，三亚、海口是国
内热门租车自驾目的地城市，其
中，三亚常年排名第一，海口基本
稳居全国前十。2019年，携程先
后在三亚、海口设立了两家租车中
心以及琼海、万宁等11个门店。

“海南吸引大量岛外游客和
‘候鸟’前来旅游度假，在携程租
车版块，来自海南的用户量占比
14%至16%，我们预计春节假日
期间租车业务量将同比增长
60%左右。”携程租车事业部总
裁、如来出行CEO彭廷表示。

乐东大安镇西黎村发展农旅项目

黎族同胞的“时髦”生活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李艳玫 特约记者 林东

海南大山深处，黎族同胞如今过着怎样的生
活？1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驱车两小时，
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西黎村。这个曾经的
深度贫困村，如今充满了现代的气息，有人在农业
基地上班，有人在村里经营咖啡馆，村里还建起了
黎族文化博物馆……

进村迎面就能看到一个阳光房，玻璃为墙，明
亮通透，虽然不大，但胜在精致，外面鲜花盛开，里
面摆放设计现代的小桌椅，这是西黎村开业不久
的咖啡馆。

9时，村民王心茹走进咖啡馆，开始一天的工
作。“我以前在城里工作，听说村里现在发展得好，
就把工作辞了，到这来上班。”王心茹说，咖啡馆晚
上客人多，有城里过来的，也有附近的村民，村里
有5个人在这里上班，每人月工资3000元。

距离咖啡馆不远处，有一个全封闭式大棚设
施农业基地——特色农产品采摘体验馆，里面分
为苦瓜采摘区、丝瓜采摘区、甜瓜采摘区、小番茄
采摘区等。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蔬菜栽
培除传统的地上种植外，还有架式栽培、槽式载培
等多种方式。

在馆里整理苗圃的村民邢理，每天工作8小
时，月工资3000元。“这里是蔬菜种植智能温室，
有供暖系统、滚动苗床、喷灌系统、微电脑控制系
统等。”邢理说，当了30多年农民，还是第一次见
到这么高级的现代农业设施。

在西黎村外一片槟榔林里，有一栋木质结构
的两层新建筑——西黎村文化博物馆。31岁的
刘冬梅和另一名村民在廊前围着一件半成品黎
锦，探讨编织技术。

走进博物馆，里面摆着上百件黎族传统服饰
和古老器具，全是村民王秀匠30多年的个人收
藏。据了解，乐东一位领导有次到村里调研，发现
一个村民居然收藏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就让
乐东有关部门在西黎村建起这个博物馆，免费对
村民和游客开放。

在村口，还有一排两层的新建筑。这是西黎
村刚建成的民宿。

西黎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奈妤说，西黎村虽然
地处深山，但政府非常重视村庄发展，通过脱贫攻
坚工作，整村已经摘掉“穷帽子”，目前正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已引进企业投资建设咖啡馆、特色
农产品采摘体验馆、特色民宿等项目，未来将把西
黎村打造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本报抱由1月19日电）

海口：

六大活动
等你来玩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记
者陈耿 张期望）1月 18日，“手
携手·惠海口”2020春节·府城元
宵换花节暨海南旅游消费季嘉年
华在海口举行，现场同步启动六
大系列活动。

据了解，1月 15日至 2月 8
日，嘉年华期间将举办民俗文化
特色微婚礼体验展、琼台福地民
俗文化风情展、黎族部落“相亲
季”和“换花节”换花活动及自贡
花灯展等六大系列活动。此外，
1月27日至2月8日，活动还将
携手近百家企业，在50多个展位
开展不同主题的展销活动，吸引
不同受众群体购物消费。

作为府城元宵换花节必逛之
地的花卉大世界·琼洲文化风情街
景区，还将设置历史人物、亲子区、
吉祥物区、花类区等景观，吸引游
客合影游玩。

海口：

魔方“生肖”
惊艳亮相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
赵优 邓海宁 通讯员程功）当魔方
遇到生肖将会怎样？1月19日，超
过40年历史的正版鲁比克魔方
（Rubik's Cube）首次登陆中国
内地来到海口，在海口观澜湖新城
举办横跨春节和元宵的“鼠我最
大”大型新春魔方主题展。

活动现场，由挪威艺术家
托尔吉尔·阿蒙森耗时 3 天 3
夜，以8000块魔方拼凑成的巨
型鼠生肖图案魔方马赛克墙，
带给市民游客新年惊喜。此
外，来自俄罗斯的3位艺术家还
用另外 8000 块魔方拼凑成其
他11个生肖图案。

据了解，本次魔方主题展将
从1月19日持续至2月9日。现
场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包括魔方
小屋、桌上游戏、官方正版商品和
纪念品销售等。

喜迎春节

创新产品、优化体验、提升服务，我省旅游企业积极备战春节黄金周

“说走就走”来海南过大年

新春走基层·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我省着力提升学前教育“两个比例”
省教育厅建立会商机制挂图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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