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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喀什富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被执行人喀什易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西安市长安区华龙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潘著林、海南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2018)琼01执恢195号执行裁定,查封合同备案在被执
行人西安市长安区华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丘
海大道“紫泉花坊”小区 A 栋紫萱阁 101 房 ( 合同备案号:
L00024589)；B栋春华阁803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58)、1503房
(合同备案号:L00024664)、1508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67)、夏荷
阁 301 房 ( 合 同 备 案 号:L00024669)、302 房 ( 合 同 备 案 号:
L00024672)、1508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73)、秋实阁1108房(合
同备案号:L00024684)、1702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86);C栋冬青
阁 1802 房 ( 合同备案号：L00024754)、1803 房 ( 合同备案号:
L00024752);D栋泉音阁6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6057)、701房(合
同备案号:L00026062)、708房(合同备案号:L00026070)、801房(合
同备案号:L00026063)、9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6065)、1001房(合

同备案号:L00026066)、11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6068)、1208房
(合同备案号:L00026071)、16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6069);E栋泉
语阁 1201 房 (合同备案号:L00026579)、1501 房 (合同备案号:
L00026580)、16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6581)、1602房(合同备案
号：L00026582)、泉萦阁1008房(合同备案号:L00026985)、1202房
(合同备案号:L00026987)、1208房(合同备案号：L00026988)、1301
房(合同备案号:L00027878)、1501 房(合同备案号:L00026990)、
1601 房 ( 合 同 备 案 号 ：L00026994)、1602 房 ( 合 同 备 案 号:
L00027017)、13A02房(合同备案号:L00026989)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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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18)琼01执恢195号之一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出让标的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限
制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属境
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
规定的其他文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03月24日至
2020年04月15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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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竞买。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
03月24日至2020年04月15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
04月15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04月15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20年04月07日09时00分起至2020年04
月17日17时00分止；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04月17日17时00
分。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
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二)目前地块无
附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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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施工。(三)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填写竞买申请书，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正式报名手续，并缴纳竞买保证金，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确定为该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得者，未竞得者保证金在挂牌结束后5个工作
日内退还。(四)竞得者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
定程序办理用地和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须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
动工建设，宗地内整体建设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五)竞得人须在成交当
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
同》，并按《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时间缴清土地出让金。逾期
未缴清土地出让金，将竞买保证金转为违约金，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视为无效。(六)为白沙黎族自治县连续五年引进国际、国
内顶级比赛(提供佐证材料）。(七)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引进四个以上体育
项目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每年确保两支以上国家队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冬训(提供佐证材料）。(八)该地块用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体育中心附属设
施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及功能有大堂接待处、餐厅、会议中心、专家楼、运
动员公寓、协会办公楼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九)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
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十)竞得人须与我县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书。八、税金按税
法规定交纳，土地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前期费用（包括测量费、土地
评估费、节约用地评估费等）由竞得者交纳。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号。联系
人：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27715862。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www.landchina.com。开户单位：白沙黎族自
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开户银行：海南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沙
支行；银行账号：6002578100018

2020年03月18日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0〕1号

土地位置

白沙县牙叉镇金沙东路东侧

地块编号

2019-BSYC-02

土地面积
（m2）
65647

土地用途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

出让
年限
40

容积率
R≤1.0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24米

起始价
（万元）
444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448

备注：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商务金融用地56%，旅馆用地44%）

规划指标要求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视频监控联网系统安装工程商入围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

3.在本项目所在地域内，供应商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
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
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5.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
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二）具有以下资质之一:1.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与施工资质；3.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
资质；4.安防工程企业资质或能力证书。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资料：
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何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
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采购报名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限制以及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
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与竞买），竞买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
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根据洋浦经济
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竞买人需具备五年以上从事碳五碳
九相关产业开发运营的经验。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主要用于碳五碳九综合利用项目，

所需原料为海南炼化100万吨/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副产的
裂解碳五、碳九组分。（二）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
（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号）文件确定的标准，本次挂牌出让
的宗地拟建项目属于海洋产业（含油气开发），按照投资强度指标
不低于300万元/亩，产出指标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
不低于40万元/亩开发建设，达产时间为2年。（三）土地竞得人的
公司注册地址和税务登记地址自竞得宗地之日起30年内不得迁
出洋浦经济开发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
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24个月内完成项目
建设。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
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设
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有关管理规定。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的开发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执行。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价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
册。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4月17日到海南省
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1420室洋浦经济开发区
规划建设土地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六、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17日
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4月17日17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4月10
日8时30分至2020年4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4
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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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活动结束，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

《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
设土地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
款。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
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二）本次出
让宗地属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四至界线清楚，土地
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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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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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需须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
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三）竞买
人其公司注册地为洋浦经济开发区；非洋浦经济开发区注册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注册成
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四）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等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
动工建设。（五）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

1420室、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联系人：翟先生 杨先生 安先生
联系电话：0898-28829216 65303602 66825575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20年3月18日

地块编号
洋浦石化功
能区C1-15-
02地块
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7%，生产性配套设施根据相应的工艺生产要求及行业标准进行高度控制，非生产性配套设施高度控制不大于24米。

地块位置
洋浦石化功能
区园二路北侧
和浦四路西侧

面积（m2）

176052.98
（合264.0795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6（建筑物层高超过8米的，
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
算）；建筑系数≥30%；绿地率≤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6866.0662（单 价
为390元/平方米，
折算26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万元）

4120

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洋浦土告字〔2020〕1号

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
号

1

资产名称

海南迪希
商业城有
限公司股

权

资产
种类

股权类

截至2020年2月29日
债权总额/抵债金额

1080万股

所在地

海口

资产（包）基本情况

2003年12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0）琼
高法执提字第108-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海
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持有的海南迪希商业城有
限公司1080万股股权抵债。2004年6月，我分
公司受让了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对海南岛旅游开
发公司、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债权，交行海
南分行将上述债权连同抵债的1080万股海南迪
希商业城有限公司股权一并移交我分公司。

联系人

胡 柯
曹德阳

联系电话

13807589027
18689867771

邮箱

huke@cinda.
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分别进行处置，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财务状
况，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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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3月 17日，三亚
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分局
执勤人员，在机舱出入
口与飞行组乘务员对
接，查找有近期境外旅
居史的旅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近日，广东省徐闻县海安新港码头，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干警严格把关，防
止疫情输入。从春节至今他们已驻扎海安新港码头50多天。 通讯员 田和新 摄

⬆3月17日，
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的安检人员正
在核验旅客的身
份 信 息 与 健 康
码。客流高峰时，
他们一个班组两
小 时 需 要 对 近
400 名旅客进行
核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3月17日，三亚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分局执勤人员，在T1航站楼到达厅
登记核对到港旅客信息。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近日，海口秀英港码头的疫情防控人员正在对过海离岛旅客测量
体温、核验身份。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我省各海关、港口、机场等工作人
员挺身而出，扎紧防线，把投身防疫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
刀石，为切断疫情扩散渠道、守卫千家万户付出了巨大努力。

连日来，我省各级各部门立足防疫新趋势、新特点，把工作重点放在严防疫情输入
上。海口、三亚、琼海等口岸城市不断加强对抵琼航班和人员管控监测，对来琼人员严格
依法管理，牢牢守住疫情输入关，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我们都是“守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