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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0年4月24日下午3:00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在
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开2019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4月3日，即
截至2020年4月3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经营分析报告暨2020
年度工作计划》、《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2020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2019年度股金红利分配议案》、《2019年度审计工作
报告》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
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0年4月3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
披露邮箱：hnb365@126.com 密码：syns0529，股东也可联系
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孙婧、刘霞红；联系电话：0898-
88233647。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4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美安科
技新城B0502-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美安科
技新城B0502-1地块，土地面积为100058.48平方米（合150.09亩）,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期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
偿已落实到位，地上无建筑物，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
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
件。根据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502-1
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2020]46号，该地块规划性质为一类、二
类工业混合用地，容积率≥0.4，建筑密度≥30%，绿地率≤20%，建筑限
高（不含构筑物）≤ 40 米。

二、竞买人资格：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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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失
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一）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
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
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
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须为2019年《财富》杂
志世界500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6900.36万元，每次加价幅
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
地竞买保证金6900.36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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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0年4月9日9:00至2020年5月7日16:
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4
月25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5月9日16:00（北
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于2020年5月9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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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本次竞买活
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
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
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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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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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
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本
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设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
要求。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13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项目
投产1年内达产，达产后年产值14亿元（以海南省现行燃气发电上网
电价核算，若海南省物价局调整燃气上网电价，则同比例发生变化），
年上缴税收总额（全口径）不低于9000万元（折合约合每亩人民币60
万元）。（四）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
人自土地成交之日起3个月内进场动工（获得施工许可证，现场施工设
备不少于10台，现场施工人员不少于100人）。在自土地成交之日起
22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机组发电并网，有经营收入）。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五）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
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六）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
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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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3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695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德力信贸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符乃于、严征、广东省八建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及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的(2019)琼01民终5491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被执行人符乃于、严征、广东省八建集团有限公司不主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公告如下:

一 、本 院 已 对 被 执 行 人 符 乃 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6010019720818122X)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89号比华利山
庄高级公寓69幢2单元301房(不动产权证号:HK247166)房产进
行查封；二、本院将依法拍卖或变卖上述查封的房产；三、相关权利
人可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逾期不申报的，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四、未经本院准许，任何人不得有占据被查封
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59205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 570311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海南聚联投资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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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凤凰农副实业开发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海南聚联投资有限公司。现通知债务人（抵押人），从
即日起立即向海南聚联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该笔债权的还本付息义务
和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海南聚联投
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资产
名称

三亚凤凰
农副实业
开发公司

本金

8,500,000.00

利息

11,651,633.50

本息合计（利息暂计至2017年
5月12日，计算依据为2019琼
民终 327 号《民事判决书》）

20,151,633.50

单位：元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20)琼01执66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上海绿洲花园置业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海口绿创置业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锐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
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海口世
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新港片
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2第001311号]及地
上名为海口外滩中心的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
号: 460100201300060]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
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四月三日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公告屯国自然资租告字[2020]01号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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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租赁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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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租，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租。本次挂牌
不接受联合体竞租，不接受竞租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
人为自然人的须年满18周岁，境外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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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同一竞租人可多次报价竞租。

四、本次挂牌租赁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租赁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0年4月8日至2020年4月23日到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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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和购买《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租赁手册》，并
按挂牌租赁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租。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4月8日至2020年5月6日到屯昌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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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租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5月6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竞租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4月
24日09时00分至2020年5月8日16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租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竞得人取
得土地租赁使用权后，可持租赁的不动产权证依法办理规划报建和抵
押融资等手续。项目开发周期不得超过2年，应自约定土地交付之日

起1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1年内竣工；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
实际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三）根据《屯昌县招商项目准入评价
指标体系表》，该宗地控制指标约定投资强度≥250万元/亩，年度产值
≥100万元/亩，年度税收≥3万元/亩。租赁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内容，由屯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土地竞得人签订
协议。（四）竞租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屯昌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并按合同规定的
时间缴清土地租金。逾期未缴清土地租金，竞租保证金即转为违约
金，签订的合同视为无效。（五）本次公开租赁地块已完成地上无附着
物清表，安置补偿落实已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外已确认通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具
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六）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
建筑相关规定执行。

八、联系方式与公告媒体
联系地址：屯城镇环东二路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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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吴清良、金女士
联系电话：13807565343、18976947136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http://zw.hainan.gov.cn/ggzy/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3日

地块编号
2019-
G-1号

地块位置
原中建农场

面积
20762.31平方米
(合31.14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租赁年限
土地租赁总年限为20年，每5
年为一个租期，共分为4期。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7%

挂牌起始价（万元）
667

竞租保证金（万元）
667

刘静怡、苑慧毓：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3民初1766

号、176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请你们在七

日内提供本人银行账号给我司，我司将分销保证金每户5

万元返还给你们。若逾期提供，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概

由你们自行承担。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通 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福利大厦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市社会福利工厂申报的福利大厦项目位于博爱南横路与文
联路交叉处居民区内，项目拟建1栋地上7层住宅楼，总建筑面积
1580.38m2。项目用地狭小，建筑退线、间距仅满足消防间距要求，为
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0年4月3日至4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3日

新华社武汉4月2日电 近日，湖
北省人民政府根据《烈士褒扬条例》
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知》
精神，评定王兵、冯效林、江学庆、刘
智明、李文亮、张抗美、肖俊、吴涌、柳

帆、夏思思、黄文军、梅仲明、彭银华、
廖建军等14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牺
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为
首批烈士。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
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
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英勇奋战在
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为坚决打赢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做出了突出贡
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
型，王兵等14名同志就是其中的优

秀代表。
“烈士”是党和国家授予为国

家、社会和人民英勇献身的公民的
最高荣誉性称号。首批评定的 14
名烈士，有的是直接参与一线救治
工作的白衣战士，用生命守护生命，
以大爱诠释医者仁心；有的是始终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干警，
以生命践行使命，用热血铸就警魂；
有的是用真心真情帮助解决群众生
活困难的社区工作者，用生命书写
担当，用爱心守护家园。他们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崇高精神
永垂不朽！

湖北14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四川石渠县5.6级地震
造成4067人受灾

据新华社成都4月2日电 记者从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委宣传部了解到，1日发生的
5.6级地震造成该县15个乡（镇、场）84个村790
户农牧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4067人受灾，灾情
还在进一步核实中。目前全县暂无人员伤亡。

当地已紧急调配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灾情
核查、抗灾自救、群众转移、灾害预警等工作，全力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4月2日8时，震中
搭建应急避难帐篷30顶，全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
262户1447人，对安置区域进行防疫防毒消杀并
设立临时治安防控卡点。

针对震区高寒的情况，当地连夜调配76顶帐
篷、105床棉被和1000套棉衣、棉裤等救援物资，
加强防寒取暖，全力保障人民生活所需。

四川西昌市经久乡
森林火灾明火已扑灭

据新华社成都4月2日电 记者从四川省西
昌市经久乡森林火灾联防指挥部获悉，经过3600
余名扑火队员连续奋战，截至2日12时01分，西
昌市经久乡森林火灾明火已扑灭，转入清烟点、守
余火、严防死灰复燃阶段。

截至2日15时，过火林区仍有不少烟点，尚
不能排除复燃可能。

为防止火场死灰复燃，联防指挥部安排了
3200余名扑火队员严防死守。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4月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因应国内外疫
情新变化，继续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
控。排查和消除防控中的风险隐患，

针对薄弱环节加强陆地边境防范疫情
输入工作，完善聚集性疫情防控措
施。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
情信息，不得瞒报漏报迟报。在科学
精准防控同时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提速扩面。

会议指出，要加强对无症状感染
者的管理，落实筛查报告、隔离和医学
管理、密切接触者管控等措施，每日及
时对外发布信息。组织在武汉市、湖
北省和其他部分省份，抓紧科学开展
侧重点不同的无症状感染流行病学调
查，了解新冠病毒感染率，掌握无症状

感染者的情况，评估其传染性及强弱
等，并公开调查结果，为精准防控提供
科学支撑。要进一步严格执行出院标
准，对治愈出院患者实行隔离观察、复
诊复检、跟踪随访等全流程管理，对发
现的“复阳”人员要及时隔离收治。离
鄂通道管控解除后，道路检疫检查要
科学规范，同时保障客货运输畅通。

会议指出，我国陆地边境口岸通
道众多。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加速传
播，要进一步加强陆地边境防输入工
作。压实边境省区党委政府主体和属
地责任，一级压一级，结合实际完善防

控方案。有关部门要配合支持。减少
不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发现涉疫情
况按照“四早”原则及时处置。加强边
境地区交通要道、便道等值守检查。
做好与周边国家防疫合作。

会议指出，各地要因地制宜调整
优化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
疫情防控措施。低风险地区在做好
室内通风、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健康
监测等措施前提下，推动工作场所正
常生产办公和商场、农贸市场、公园
等公共场所正常营业，推进生产生活
秩序全面恢复。严格控制聚集性大

型活动。加强老人、学生、孕产妇等
重点人群防护。

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应急处
置和常态化防控相结合，有力有序积
极推进复工复产。采取有效措施加
大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帮扶纾困
力度，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尽快
达产，努力保障供应链稳定，结合补
短板、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保障改善
民生等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改革
力度更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
经济回升动力。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做好陆地边境防范疫情跨境输入工作
■ 部署加强无症状感染者管理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 优化防控措施有力有序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田
晓航 王琦）无症状感染者是否会造成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新一轮暴发？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2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由无症状感染者造
成流行的可能性很小。

吴尊友说，对于无症状感染者

的传染期、传播能力等，现在掌握
的数据还非常有限，需要做更多的
研究和观察。但他同时表示，已经
发生过流行但确诊病例已清零两
周以上的地区，不会无缘无故突然
出现无症状感染者。“我们现在的
措施，应该说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控
制无症状感染者。”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我国采取了
哪些管理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员王斌说，目
前，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流行病学调
查和密切接触者管理的要求和确诊病
例是基本一致的。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一旦
发现了无症状感染者，要求在两个

小时之内进行网络直报，同时在24
小时之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王
斌介绍，对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
采取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原则上
连续两次标本核酸检测阴性才可
以解除隔离。

王斌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无
症状感染者的监测，还要进一步加大

针对性筛查力度，同时还将发挥社区、
发热门诊的监测作用，根据病例线索，
做好传染源追踪管理，通过提高监测
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并
及时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对发现的无
症状感染者要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查清他们的来源，并公开透明地发
布相关信息。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无症状感染者造成流行的可能性很小

我国构建起
鸟类共同保护新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胡璐）我国有
鸟类1445种，约占世界鸟类种数的六分之一。近
年来我国已构建起主管部门主导、社会参与、多方
合作、共同保护的鸟类保护新机制，保护成效显著。

这是记者2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的。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长期以来，我国积
极推进鸟类保护工作，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
濒危鸟类保护工程等，加强鸟类栖息地和迁徙停
歇地的保护，维护鸟类种群种源，并重点开展人
工繁育、驯养和野化放归，加强濒危鸟类保护。

据了解，每年4月至5月初各地将确定一个
星期为爱鸟周。今年爱鸟周的主题是“爱鸟新时
代 共建好生态”。各地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鸟
类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