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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7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9) 海
仲案字第472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
人郑建昌与被执行人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郑建昌申请强制执行将位于海口市大
同路二号海一物流中心一层1A23号房的房屋所有权及对应
的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到其名下。现本院拟将
上述财产裁定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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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一月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3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9)海仲
案字第471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执
行申请执行人郑建昌与被执行人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 海仲案字第471号裁决内容为:一、海南
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应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将位
于海口市大同路二号海一物流中心二层2B13号房的房屋所有权
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办理至郑建昌名下；二、海
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应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郑

建昌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538.35元；三、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应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郑建昌偿付律师服务费
15000元；四、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应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0日内向郑建昌偿付仲裁费17803元。根据上述裁决及权利
人申请，本院拟裁定将位于海口市大同路二号海一物流中心二层
2B13号房的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办
理至郑建昌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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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财
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00313 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20年
3月13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琼山晶祥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19年7月31日，债权本息折合人民币
4702.1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750万元。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债
权（截至2019年8月31日，债权本息合计29,113.47万元），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
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

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
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受海南省现行限购政策
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3月12日止。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2020年3月12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办理竞买手续截
止时间：2020年3月12日17:00。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
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B房。电话：0898-68570895 1897621191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住海南专员办监督
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海南泽林铝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19HNST001号），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债务人洋
浦通大木业有限公司债权及从属的全部担保权利转让给海南泽林
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海
南泽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海南泽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泽林
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泽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3月4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

洋浦通大木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220100083- 2015
年(洋浦)字0028号

截止2019年3月31
日贷款本金余额

27,810,243.90

27,810,243.90

截止2019年3月
31日利息

7,477,269.16

7,477,269.16

担保人

陈健及其配偶任媛媛、
莫心勇及其配偶李红
梅、韩伟坚及其配偶连
映瀚

担保合同编号

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25
号，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
026号，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
第027号。

附： 公告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海南泽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海南泽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7733183888。住所
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30号鑫生棕榈泉国际公馆3号2
单元6层602房。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
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海南泽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利

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债
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海口市美安生态科技
新城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规划修改公示

为更好的贯彻与落实《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对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化、优化各项用地布局，合理
引导园区空间发展，为全面推动新城建设提供科学的规划管理依据,
经报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市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进行修编。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受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
编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主体：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2、公
示时间：30日（2020年3月05日至2020年4月04日）。3、公示为示
意图，以最后审批为准。4、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gxq.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5、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wang0@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
邮编：571152；（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咨询电话：65580991，联 系 人：王女士、吴女士

2020年3月5日

迁坟通告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江东院区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87717.57平方

米（约合131.58亩）。项目涉及灵山镇东湖村委会。该

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

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

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张先生:18889969419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20年3月5日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明农场，在原罗牛山红明原

种猪场场址上实施项目改扩建，建设为4条1200头基础母猪一条
龙楼房养猪生产线，养殖规模年存栏量为67221头，改扩建后年
出栏商品猪 95860 头。占地面积 91680.46m2，总建筑面积
89374.93m2，建设内容包括配怀-分娩舍1栋，保育-育肥舍2栋，
公猪舍1栋，合计4栋。辅助配套饲料转运站、办公区、生活区、无
害化及污水处理厂等。

（二）影响分析及措施
运营期产生的养殖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系

统发酵处理后，沼液用于周边种植地施肥；发酵产生的沼气经脱
硫后发电全部供本场利用；采用干清粪工艺并及时清理猪舍、强
化猪舍通风、生产设施周边加强绿化等降低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空压机、泵、风机等采取减振、
隔声等降噪措施；在场区四周修建围墙或绿化带，综合防治降低
噪声；猪粪运至有机肥车间生产有机肥；病死猪及分娩废物采用
无害化降解机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生产有机肥；医疗废物集中收集
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垃圾设置固定的垃圾堆放
点，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网 络 链 接 ：http://www.luoniushanpig.com/Upload/
158321406990.pdf

公众还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址：海口市江
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实业公司办公大楼。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公众意见表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
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反馈。

建设单位：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卫卫
联系电话：13637690021
电子邮件：710496536@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3月3日~2020年3月16日。

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罗牛山红明10万头黑猪生态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恢169号

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海南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在执
行过程中，已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有的登记
在海南创仁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金龙路10号景瑞花园
地下室68、84、103、104、105、106、107、108、111、112、113、115、
116、121、122、128、131、132、133、134、137、138、139、140、141、
142、143、144、150、151号车位（房屋所有权总证号：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HK350657号）。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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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
上述财产进行拍卖等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钟小兰 联系方式：0898-66756392
二O二O年三月四日

公 告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林尤坚遗失坐落于冯坡镇合坡
村委会合坡东队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036627
号,特此声明。▲本人张丽杰不慎遗失儋州恒海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澜湾 4 栋
1018号房，收据编号0337857，金
额49970，特此声明作废。▲本人陈薇伊不慎遗失临高富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海南
临高国际健康城D-05地块B4栋
1单元505房认购书一份，编号：
HK4009169，特声明作废。▲于桂成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C36装修押
金 收 据 客 户 联 一 张 ，编 号:
9056544，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经营者：王绥政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00273010467，声明作废。▲海南华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原
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
废。

▲宋柏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
州镇清水湾旅游区瀚海银滩A09
区二期洋房SA3幢1338号房的房
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41271号 ，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潮牌沙龙美容美发店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34MA5T4RU5XW，声明
作废。
▲海南新台胜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 219000004378963001 健康
证书，条形码为:BA0115721，现
声明作废。
▲李海艳遗失资料员证书，证号：
46151140002645；安全员证书，
证号：20140155，声明作废。
▲ 陈 露 遗 失 导 游 证 ，证 号:
UGF1461J，声明作废。
▲海口市海秀乡水头经济合作社
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水头村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J0643号，声明作废。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合治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财务章一枚（都是备案章）
声明作废。
▲东方和润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60007051069876声明作废。
▲东方豪弘 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6900702878950N 声 明 作
废。
▲临高县临城鑫友胜汽车美容中
心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28MA5RRT8LⅩ2，声明
作废。
▲方海杰、方苗琳、方南涛、方佳敏
遗失准迁证，证号: 琼00315997，
声明作废。
▲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边海村委
会新科一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叶传车遗失二建建造师注册证，
注册编号: 琼246151800596，声
明作废。

关于公开征集秀英港仓库

业务合作意向方的公告
我司系海口港秀英港区投资经营
管理单位。根据资产盘活和业务
需要，现拟就我司位于秀英港区的
仓库向社会公开征集业务合作意
向方。请有意向的单位于2020年
3月6日下午17时前，到海口市滨
海大道96号海港大厦14楼业务
运营部领取合作诉求登记表与合
作单位评选规则，并于3月10日下
午 17时前将合作登记申报表及
相关指定材料密封提交至海口市
滨海大道96号海港大厦14楼业
务运营部，逾期不予受理。联系
人：钟有泉 电话：13876006240、
15595882299。 海南港航控股
有限公司 2020年3月4日

减资公告
海南圣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決议，注册资本从原壹仟万减

注销公告
原有秀英区东山镇牛路头村吴乾
林土地证:海口集用(2010)字第
047663 号宗地面积 367.12 平方
米，已登报挂失作废。现申请变更
登记权利人到林桂强、吴军、吴群
名下，我局通告注销原土地证:吴
乾林(权利人)海口市集用(2010)字
第047663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声明
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投资建设的办公楼、宿舍楼
项目,位于儋州市那大镇那东公路
原洛基政府,该项目的图纸设计工
作原拟于海南儋州华正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合作,由于沟通无法达成
一致,我司决定终止与海南儋州华
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合作。
特此声明。

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2020年3月4日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20年3月27
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及
中 拍 平 台 （https://paimai.
caa123.org.cn）进行同步公开拍
卖：海口市海甸四东路富苑小区A3
幢404、704、804号房等三套房产，
建筑面积均为37.84平方米。参考
价分别为31万元、30万元、29.8万
元。竞买保证金每套5万元。标的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3月25
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3月
26日上午12：00时前到我公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
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
A幢A1003房。联系电话：（0898）
66753060、13005084060

▲海南仁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公章
无备案，声明作废。
▲陈世民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美房租证〔2019〕第35756号，特此
声明。
▲王晓健遗失琼 A09431（营运
证），证号：4601006000197977，
声明作废。
▲符颖不慎遣失 海南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发的，护士执业资格
证书，编号为 20154600 1323，声
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红旗村委会新居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东方市江边中心
学校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8187001声明作
废。
▲符亚苗遗失白沙县青松乡打松
村委会牙佬村林权证，证号：白府
林证字（2008）第012744号；林权
证编号：B460801910819号，现声
明作废。

至为现叁佰万人民币，原债权债务
不变，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
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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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4日讯（记者邵长春）
海南健康码是否要强制使用？小区、村
庄出入口如何进行健康码查验？红码、
黄码如何转换成绿码？健康码填错数据
导致生成黄码怎么办？针对海南健康码
使用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3月4
日专门就海南健康码规则作出了解读。

三色健康码分别指哪些人？

海南健康码实行“红码、黄码、绿码”
三色动态管理。红码范围：主要指需要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黄码范围：主
要指需要自我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人
员；绿码范围：主要指当前体温正常，可
以自由通行、复工复产的人员。

海南健康码是否要强制使用？

实行健康码管理是加强我省疫情防
控工作，降低不同人群感染风险的现实
需要。每一位居民都有义务积极配合政
府做好人员的分类管理工作。

目前，我省已全面实行健康码亮码或
扫码通行，无论是岛内居民，还是外省来
琼返琼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外籍人员），
都应积极申请海南健康码，为下一步出
行、返岗做好准备。在遇到卡口时，要主
动配合各地卡口检查并出示健康码。

健康码在各个场景的应用

1、机场、码头、车站如何做好外省抵
琼人员的健康码管理？

机场、码头、车站应要求外省（除湖
北等重点疫区外）抵琼人员扫取健康码，
在健康码系统“返琼健康登记”模块做好
个人健康申报，并提供三大手机运营商
个人轨迹证明短信，出发地健康证明或
健康码，领取我省的健康码。在机场、码
头、车站体温监测卡口验码、测温合格
后，对绿码人员直接放行，对黄码人员，
应按规定进行处置。

2、小区、村庄出入口如何进行健康
码查验？

小区、村庄应在出入口对进出人员开
展体温测量和健康验码。对体温正常和
拥有绿码人员，直接放行。对体温测量异
常的绿码人员，经适当休息后重复测量仍
然异常的，应通过“扫一扫”扫取进入人员
的健康码，进行信息报告，同时要求其尽
快到发热门诊进行就医。对黄码人员，应
要求其戴口罩，即刻回家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直至健康码变为绿色；对需要外出就医
的黄码人员，应向社区网格员提出申请，
征得同意并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就近选择
发热门诊进行就医。对发现的红码人员，
应限制其离开，并立即向社区（村）网格员
报告，按规定进行处置。

3、商场、市场、超市以及其他公共场
所如何进行健康码查验？

商场、市场、超市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应在入口处对进出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和
健康验码。对体温正常和拥有绿码人
员，可以让其进入。对体温监测异常的
绿码人员，经适当休息后重复测量仍然
异常的，应通过“扫一扫”扫取进入人员
的健康码，进行信息报告，同时要求其尽
快到发热门诊进行就医。对黄码人员，
一律劝返，不准进入。对发现的红码人
员，应限制其离开，并立即向社区（村）网
格员报告，按规定进行处置。

4、绿码人员是否可以立即复工？
绿码人员可以立即复工。但是复工

复产企业要在完成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报
备的前提后，对持绿码员工同意其返岗
复工，在出入口做好员工体温监测、健康
码查验，同时按要求做好相关疫情防控
工作。

5、药店买药需要如何使用健康码？
药店实行“扫码测温+购药登记”，购

药人员亮码购药，医护人员扫码进入购
药登记页面，对购药人员购药数量、品
类、患者体温等实时登记上报。

无码人员如何管理？老
人、小孩如何使用健康码？

无码人员按原有方式进行通行管

理，鼓励老人、小孩等无手机人员使用
“家庭码”作为通行凭证。老人、小孩等
无手机人员，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通过
家人代领健康码后，生成纸质健康码或
者数字码（有效期14天），在卡口通行时
由工作人员扫码或凭户主手机号+数字
码，在健康码“核码端”核验，显示绿码即
可通行。二是由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或乡镇卫生院为其出具健康证明，作
为通行凭证。

港澳台/外籍用户是否可
以申请健康码？

目前港澳台/外籍人员可通过支付
宝申请健康码。申请方式为：登录支付
宝进行实名认证，认证后在支付宝首页
搜索“海南健康码”，个人确认授权登录
后，即可进入“海南健康码”首页，然后按
境内居民注册、申领流程进行操作。后
续还将增加其他入口渠道。对于无支付
宝的港澳台/外籍人员，可由所在地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卫生院为其出具健
康证明，作为通行凭证。

红码、黄码转绿码规定

1、“四类人员”如何由红码转成绿
码？

发热病人、疑似病人、无症状感染者

和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严格执行我省
关于“四类人员”的集中隔离治疗或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相关规定后，由集中隔离
点为其出具《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通知
书》，经市县指挥部审批同意，并报省指
挥部疫情防控组备案后，按要求将其转
成绿码。

2、黄码人员如何转成绿码？
通常情况下，黄码人员自我居家隔

离观察14天，并连续健康打卡，期满后
由系统自动将其转为绿码。

3、发热门诊普通患者是否可以在居
家隔离期间及时转为绿码？

对于发热门诊普通患者，在自我居
家隔离期间（未满14天），发热等症状完
全消失后，可到首诊的发热门诊进行复
诊，经医生确认身体恢复正常后，在新冠
肺炎健康服务管理系统中提交健康信
息，并报医院相关部门审核后，由健康码
系统自动识别转绿码。

4、卡口上报、个人申报具有发热等
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应如何做？

疫情期间，居民发现自己具有发热
等呼吸道症状时，应第一时间到就近的
发热门诊进行就医；就医诊断为普通疾
病的，应遵医嘱按时吃药，并自我居家隔
离观察14天。自我居家隔离观察期间
症状完全消失的，可到首诊发热门诊进
行复诊，经医生确认身体恢复正常后，在
新冠肺炎健康服务管理系统中提交健康

信息，并报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主管科室
审核后，提交健康码系统自动识别转绿
码。

5、申领健康码时，确因填错数据导
致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人员该如何
办？

确因误填造成的黄码人员，应由所
居住社区（村）网格员通过现场测温、
查验三大手机运营商个人轨迹证明短
信，并核对无误后，通过新冠肺炎健康
服务管理系统确认，由健康码系统转
绿码；确因误填造成的红码人员，应由
所在市县指挥部通过查验身份证、三
大手机运营商个人轨迹证明短信，并
现场测温正常后，通过新冠肺炎健康
服务管理系统确认，由健康码系统转
绿码。

谎报瞒报健康码申请信
息有什么后果？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在填报申请
信息时，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若谎报、瞒报健康码申请信息
套取绿码的，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对
申请人进行公开媒体曝光，并将其转
为红码进行惩罚。希望广大申领人和
使用者严格遵守规则并相互监督，共
同维护全省疫情防控来之不易的良好
局面。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解读海南健康码规则

关于健康码，你想知道的问题解答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