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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支行
琼山支行
琼山支行
三亚分行
三亚分行
三亚分行
海甸支行
海甸支行
海甸支行
海秀支行
屯昌支行
南航支行
儋州支行
儋州支行
海甸支行
海甸支行
海甸支行
海甸支行
琼中支行
琼山支行
通什支行
南航支行
文昌支行
文昌支行
乐东支行
海秀支行
营业部
海秀支行
龙华支行
澄迈支行
南航支行
营业部

营业部

南航支行

南航支行

南航支行

营业部
营业部
营业部
营业部
营业部
金贸支行

营业部

龙华支行

龙华支行

海南抱虎酒厂
琼山市大致坡保温建筑材料厂
海南琼山红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市医药实业发展总公司
三亚市医疗设备服务公司
三亚市三利贸易公司
海南省热带作物产品总公司
海口红光实业总公司
海南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口丰园房地产开发公司
屯昌县恒达物业发展公司
海南海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美元）
儋州市开发建设总公司
儋州市三和物业发展总公司
海口键腾贸易发展公司
海南澄迈南大石化厂
海南中山洗涤服务中心
海南旭洋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天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轻工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省轻工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省轻工房地产开发公司（港币折人民币）
海南省轻工房地产开发公司（美元折人民币）
海南省江南开发贸易公司文昌东胜公司
三亚荣源房地产公司
海南珠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宝岛企业公司
海南鄂银实业开发公司
海口文化综合服务公司
澄迈县农业物资贸易公司
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美元）
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六合饮料食品有限公司（美元）

海南六合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饮料进出口公司（美元）

海南华侨旅游侨汇物资公司
海南龙华实业联合总公司
海南浪潮实业公司
海南明达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京航实业联合有限公司
海南财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美元）

海南新天地国际贸易公司

海南新天地发展有限公司

符昌海
杨培刚
黄平花
林华型
林华型
蔡和平
刘永忠
徐大贵
许振林
翁俊
陈凤和
梁安强
张学隆
钟碧波
林尤键
刘克成
王利民
贺亮
段玉成
邢跃
邢跃
邢跃
邢跃
黄守范
陈求文
赵玉南
杨光文
韩际友
林明宽
李延若
张弓
张弓

万子胜

易继文

易继文

易继文

邓富荣
王庆旺
谭干
许明
李威
陈扬培

程易

刘泽良

刘泽良

注（吊)销
部分诉讼终结
注（吊)销

诉讼终结
海口市红光灯饰厂
注（吊)销
注（吊)销
注（吊)销
注（吊)销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林尤胜、注（吊)销
注（吊)销
注（吊)销
注（吊)销

部分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注（吊)销
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三亚市河东区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名下三亚宏峰
新村土地使用权78.9亩
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注（吊)销
注（吊)销
注（吊)销
注（吊)销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海南深发实业公司、注
（吊）销
新天地货仓商场、诉讼终
结
新天地货仓商场、诉讼终
结

5,000,000.00
1,600,000.00
1,500,000.00
3,500,000.00
600,000.00
400,000.00
55,193,195.20
5,000,000.00
14,000,000.00
4,200,000.00
6,170,000.00
31,400.00
0.00
4,020,400.00
700,000.00
21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6,000,000.00
18,000,000.00
5,930,000.00
690,560.00
9,647,721.50
26,920,000.00
538,954.00
3,000,000.00
37,323,139.20
18,379.53
55,290.00
241,400.00
5,968,434.00
73,415,230.00

25,000,000.00

370,000.00

4,851,000.00

923,600.00

3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6,000,000.00
3,575,342.07
1,949,197.65

1,513,365.00

3,000,000.00

0.00

6,758,400.00
1,600,000.00
2,278,189.00
6,644,348.00
1,116,749.04
1,052,382.56
61,268,638.28
9,408,882.70
22,086,820.00
6,671,291.82
11,383,774.83
42,524.92
5,391.66
7,743,780.40
1,291,205.90
486,762.93
391,094.60
457,456.80
7,422,100.00
28,626,300.00
10,023,338.31
1,114,485.00
11,009,534.20
49,034,964.00
1,893,219.00
3,599,408.33
71,726,310.21
157,536.73
191,815.60
423,415.80
8,215,597.97
162,457,291.81

51,854,696.50

582,773.71

7,549,833.85

1,155,105.71

685,591.81
10,727,603.63
5,667,371.77
9,889,903.83
7,516,482.06
2,922,375.67

2,873,533.87

4,737,131.95

306,864.60

剥离行 借款人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担保及当前状况

债权情况（计算利息截止日：2000年3月20日）
贷款本金 本息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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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002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3-1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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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部

海秀支行

海甸支行
金贸支行
龙华支行
龙华支行
龙华支行
龙华支行
营业部
琼中支行
常州市支行
海秀支行
琼山支行
南航支行
南航支行
南航支行
南航支行
南航支行
儋州支行
海秀支行
海秀支行
海秀支行

龙华支行

琼山支行
营业部
文昌支行

营业部

万宁支行
万宁支行
巴南支行
白沙支行

江西赣州地区金属材料公司海口公司

吴琪

海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美元）

海南联合大酒店有限公司（港币）

海南鹏华实业有限公司（港币）

辽宁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

海南华海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中坚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省恒富实业开发总公司

海南恒富开发总公司

海口金帝置业发展公司
海口大永发物业有限公司
海南乾坤实业总公司
海南南龙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腾龙企业集团公司
海南省城乡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鄂丰实业贸易总公司
海南固信达混凝土公司
常州市东方实业公司
曾燕
海南亨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一轻供销公司
海南省木材公司
海口环东轻纺有限公司
海南亚星企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
儋州市水产供销公司
海南医药器械工贸总公司新特药部
海南华侨卫生用品厂
中国农垦海南公司

海南省林产品工业公司

国营南江机械厂
海南省林产品工业公司
海南省地方国营文昌糖厂

海南顺风股份有限公司

万宁市活性钙加工厂
海南中诚集团公司
海南先锋企业有限公司
海南白翔水泥厂

陈贤芬

刘悦

刘悦

林华型

陈雄

肖联合

吴钟会

卢大富

卢大富

陈泓
曾令忠
黄承坤
刘泽良
冼笃信
曾祥蕃
彭宜顺
林育漳
杨东台

吴海良
林德
王建平
张云
李东杰
李新明
吴万宝
吴盛廉
陈景
陈德友

范理

陈颖伟
范理
黄循星

桑俊杰

邵德清
曹强

新天地货仓商场、诉讼终
结
诉讼终结
海南联合大酒店有限公
司
诉讼终结
海南华龙房地产开发公
司、诉讼终结
海口市第五建筑工程公
司、诉讼终结
核工业部华南地勘局海
南勘探公司、诉讼终结
林明星、林道杰、林小颜、
林贻军、林洪、林庆安、符
丽珠、符礼銮、陈桂和、王
若兰、吴钟会、吴淑英、诉
讼终结
海南琼山华侨开发建设
公司、诉讼终结
海南琼山华侨开发建设
公司、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执行中止
部分诉讼终结
部分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

海南林产品实业发展公
司儋州公司

土地使用权抵押

海南省达门产业总公司、
诉讼执行中

诉讼终结

破产终结

500,000.00

0.00

1,276,828.95

16,700,000.00

139,325.00

3,000,000.00

1,126,206.63

1,921,893.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110,990.00
794,501.60
5,000,000.00
2,120,467.60
1,210,104.54
3,387,790.00
3,775,784.24
10,121,393.77
137,100.00
3,655,452.80
6,713,177.69
29,350,318.82
390,000.00
6,943,722.23
413,975.00
0.00
1,335,322.53
24,750,000.00
23,595,000.00

2,50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1,958,950.00

16,419,907.56

304,326.00
0.00
0.00
1,000,000.00

758,127.78

104,104.80

2,311,019.74

21,654,851.10

873,904.37

5,916,182.66

2,028,246.63

4,394,410.86

8,609,800.00

7,973,338.25

7,064,950.00000
2,340,464.19
1,914,187.40
8,601,587.11
5,339,743.90
3,752,664.16
5,735,501.17
6,617,270.95
17,255,276.77
179,385.97
4,288,277.79
8,609,986.61
46,354,086.61
498,155.22
8,708,928.52
532,791.70
324,881.40
1,803,589.82
35,500,494.17
47,084,964.52

3,582,786.63

385,260.00
703,470.49
4,192,232.00

31,828,128.88

304,326.00
4,711,970.20
3,719,484.00
1,483,439.98

剥离行 借款人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担保及当前状况

债权情况（计算利息截止日：2000年3月20日）
贷款本金 本息合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办发[1999]66号文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文件的规定，下列借款人原借中国农业银行以下贷款已经剥离给我分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借款人尚欠本公告所示本金及其相应利息（下表所列利息仅计算至2000年3月20日，2000年3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相关

规定计算）。现依法发布不良贷款催收公告，限以下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尽快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金额单位：元

广告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1日晚应约同印尼总统佐
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关头，总统先
生同我通话，体现了印尼作为全面战
略伙伴对中方的情谊和支持，感谢印
尼朋友给予中国的信任和理解。中印
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应该携手承担大
国责任，展现更多作为。中方愿同印
尼继续弘扬睦邻友好传统，持续深化

发展战略对接，实施好雅万高铁等共
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
创造更多福祉。

习近平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我们发
挥制度优势，开展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采取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
取得积极成效。中华民族是历经磨
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
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我们有
能力、有信心、有把握，既要彻底战胜

疫情，还要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相信中国战胜这次疫情后，
将更加繁荣昌盛。

习近平指出，我们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
事业尽责。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
明态度，同包括印尼在内的各国加强
防控合作，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我们也将继续像对待本国公
民一样，照顾好印尼和其他国家在华

人员。
习近平强调，患难见真情。疫

情发生以来，包括印尼在内的周边
国家给予我们各方面宝贵支持，体
现了邻里之间的同甘共苦、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我们希望地区国家
在合理防控的同时努力维护双边
交往合作，这符合双方和本地区各
国共同利益。

佐科代表印尼政府和人民向中国
政府和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

问。佐科表示，值此中国抗击疫情的
困难时刻，印尼作为中国的真诚伙伴，
将始终坚定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
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尽快战胜疫情。印
尼已向中方提供了一批医疗防护用
品，如果中方有需要，印尼已经准备好
向中国继续提供必要协助。印尼愿同
中方共同努力，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相信经过这次疫情的考验，印尼
同中国的友谊将进一步加深，两国关
系将更上一层楼。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1日晚应约同卡塔尔埃米
尔塔米姆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卡方多次表达对
中方的支持，并通过卡塔尔航空网络
为中方运输抗疫物资提供帮助，中方
对此深表感谢和赞赏。经历考验的患
难真情让中国人民深受感动。中方高
度重视中卡关系发展，愿同卡方携手

努力，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推动双边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举国行动，全力应对，采取了最彻
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目前，我们的
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效。依靠
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

础，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习近平强调，中方对中国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维护世
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正
是由于中国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
才没有在国际上形成大规模扩散蔓
延。希望各国及时了解和遵从世卫组
织关于旅行和卫生的指导意见。中方

愿同卡方保持密切沟通，及时通报疫
情最新情况，保障在华卡塔尔公民生
活和健康，切实维护好两国人民健康
安全。

塔米姆代表卡塔尔政府和人民
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奋力抗击疫情表
示坚定支持，对不幸病亡者表示悼
念，对其家人表示慰问，祝患者尽快
康复。塔米姆表示，卡方高度赞赏
中方采取的强有力措施，我完全相

信，中方有能力、有把握尽快战胜疫
情，克服眼前困难，祝中国取得成
功。中国人民是卡塔尔的好朋友，
卡方将始终坚定同中国人民站在一
起。卡方将严格遵从世卫组织建
议，我将指示卡塔尔卫生机构同中
方加强交流合作。如果中方有任何
需要，卡方时刻准备继续为中方提
供帮助。卡方期待同中方共同努
力，推动卡中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是重中之
重，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事关
全局。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
胜。”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时，在地坛医院远程诊疗中心主
持召开视频会议，深刻指出湖北和武
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突出强调
当前湖北和武汉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
峻，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断的措
施，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
并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
语、明确的要求，为我们集中力量加强
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指明了努力方向，
鼓舞和激励着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继

续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坚决
夺取这场严峻斗争的全面胜利。

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牵挂湖北和武汉的
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专题研究，强调湖北省要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并对
湖北和武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部
署安排。党中央派中央指导组到武
汉，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的
指导，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作
战。这次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时，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湖北武
汉抗击肺炎疫情前线，给全国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干
部职工送去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湖

北特别是武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信心、顾全大
局、自觉行动、顽强斗争，做了大量艰
苦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为疫情防控
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疫情发生以后，全国各地坚持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区前往湖北和
武汉支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以及各方面人员发扬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闻令
而动，坚忍不拔，不怕牺牲，攻坚克
难。从除夕夜星夜驰援，到元宵节紧
急集结，全国各地一批批医务人员奔
赴、奋战武汉一线；数十家单位紧密配
合、全国各地建设力量迅速汇聚，短时
间内建好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
立对口支援机制，各省份全力支持湖

北各地市加强病人救治、疫情防控工
作；军队保证医疗物资和人员有效投
送，抽组大量医护人员奔赴疫情防控
最前线。力量向湖北、向武汉集结，资
源向湖北、向武汉倾斜，全国人民与湖
北人民、武汉人民同舟共济，凝聚起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稳住了湖北和武汉疫情，就稳住了
全国大局。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全力做好
救治工作，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加强
舆论引导，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指
挥，在决胜之地坚决打赢这场阻击战。
现在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状态，广
大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下去，发扬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发挥火

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
赴救治患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
关爱他们，大力宣传优秀典型和先进事
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生活、安
全、人文关怀都要保障到位。

“武汉加油！”“湖北，我们来了！”
“一起抗，一起扛！”我们见证着全国上
下守望相助的力量，见证着亿万人民
不怕任何困难的勇气。武汉是英雄的
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
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
过。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
克时艰，就一定能决胜武汉、决胜湖
北、决胜全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
面胜利。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武汉胜则湖北胜 湖北胜则全国胜

世界卫生组织：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命名为“COVID-19”

新华社快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
日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命名为“Covid-19”。

用实际行动作表率
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海南等地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果

■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吴晓颖 赵叶苹

记者近日在河南、四川、海南采访了解到，三
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忘初心底
色，扛牢使命担当，用实际行动作表率，为人民
群众谋幸福。

半年来，海南主题教育活动围绕把主题教育
与全力推进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紧密结合，自上而
下“接力式”和自下而上“点单式”整改，取得积极
成效。

自上而下推进“接力式”整改方面，从省委
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问题整改清单、专项
整治和深化措施、“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中进
一步梳理出48项、89项和60项需要第二批单
位承接整改的任务，跑好联动整改的“接力
赛”。自下而上推进“点单式”整改方面，第二
批单位认真查找“病症在下面、病根在上面”的
问题，积极向上级部门反馈，做到下面“点单”、
上面“接单”。

截至2019年底，第一、第二批单位领导班子
问题整改清单销号4818个问题，完成率89.3%，
班子成员问题整改清单销号9280个问题，完成率
87.9%。

通过主题教育真抓实改，海南的政策体
系、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产业发展、人才保障
等重点工作均取得了新突破，自贸港建设迈出
新步伐。

海南自贸港法正式提上了国家立法日程；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海南自
贸港建设方案和政策；利用外资增速、外贸进出
口增速等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入境人数比2018
年同比增长32.6%；20个重点园区逐步成为自
贸港做大流量的“量点”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去海南购物”“去海南就医”“去海南创业”渐
成时尚。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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