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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债权转让之日，我司
将上述许云涛等15户所剩余本
金及其相应的利息，诉讼费、律
师费、公告费、执行中所产生的
评估、开锁费等已产生或未来可
能产生的费用，还包括执行罚息
等相关权益。转让给海南骏企
壹号商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大亿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委托代表：许
胜）。特此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债务人
许云涛

乌兰宝珠
朱囿伊

常磅薄、赵敬敬
刘辉波、梁度萍
邓中树、冯春莲

陈杰
符海芳、石飞挺
温文、周武吉

骆发斌、许小妹
杨唐梅、石贵林
陈坤兴、魏杰萍
王进、王碧琴

李妹
车清峰、傅霞

合同编号
21011180276【借】-01
21011190176【借】-01
21011180192【借】-01
21011190083【借】-01
21011180320【借】-01
21011180240【借】-01
21011190102【借】-01
21011190028【借】-01
21011160945【借】-01
21011170586【借】-01
21011160702【借】-01
21011160606【借】-01
21011170331【借】-01
21011190027【借】-01
21011180715【借】-01

放款时间
2018/6/21
2019/5/21
2018/5/22
2019/3/21
2018/7/10
2018/6/6
2019/4/1
2019/1/24
2016/12/19
2017/8/2

2017-05-15
2016/9/23
2017/5/27

2019-01-25
2018-11-28

基准日本金余额
187064.53
486970.48
275727.39
610783.1
700000

406038.46
242617.22
289306.73
87408.04
240995.4
270000
45897.96
102078.02
450434.2
645351.85

基准日利息余额
47338

36449.55
50318.72
27884.96
165024.98
11603.03
16112.45
26197.38
5064.66
76307.5

-
-
-

14412.19
60411.21

基准日罚息余额
14338.9
3373.7

11970.43
1746.53
43012.13
342.7

1448.16
3568.92
550.08

84373.57
-
-
-

295.18
6578.89

债权转让公告 (人民币：元）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63号

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珠香、朱焕虹、宋佳琦与被
执行人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
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20)琼01执6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
行人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广场路海口市椰树门广场人防工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商铺572
室(建筑面积46.35平方米)以及申请执行人陈珠香、朱焕虹、宋佳
琦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广场路海口市椰树门广场人防工
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商铺87室(合同备案号: L00353881,建筑
面积44.51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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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四月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114号

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梁昌尉与被执行人海南城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
作出(2020) 琼01执11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海南城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广场路海口市椰
树门广场人防工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商铺166室(建筑面积
35.58平方米)以及申请执行人梁昌尉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广场路海口市椰树门广场人防工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商铺
157室(合同备案号: L00347420, 建筑面积34.33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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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八日

4月15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4月15日0时—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
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4月15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亡
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海口39
例、三亚54例、儋州15例、文昌3例、琼海6例、万
宁13例、东方3例、澄迈9例、临高6例、昌江7
例、陵水4例、定安3例、保亭3例、乐东2例、琼中
1例。

截至 4 月 15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60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01人，尚有6人正在
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4月15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29例，当日无新增，累计解除隔
离22例，尚在医学观察7例（6例为境外输入、1例
湖北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7例、三亚18
例、东方2例、陵水1例、万宁1例；22例为境内，7
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
班牙1例）。

10万只口罩
捐赠合作办学院校
琼中收到华中师大感谢信

本报营根4月16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王洁）4月16日上午，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从
湖北武汉寄到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县政
府。寄信人是华中师范大学广大师生，信中对琼
中向该校捐赠10万只口罩这一善举表示感谢。

“有琼中的守望相助，我们坚定必胜信念。”感
谢信中写道，琼中县委、县政府的慷慨捐赠，为华
中师范大学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学工作提
供了重要物资保障，并用“雪中送炭”“倍感温暖”
等词表达了华中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辖区居
民内心的感谢之情。

据了解，华中师范大学于2017年开始与琼中
合作办学，3年间，该校充分发挥其先进的办学理
念、丰富的办学经验、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优质的教
育资源，通过选派校长、学科带头人到琼中任职等
方式，与琼中共同创办创新型实验学校，有效提升
了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

爱心人士致敬“椰子侠”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刘冀冀）4月15日下午，一场特殊的“向所
有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致敬”活动在海口一餐厅
举行。

当天的活动现场暖意融融。除了准备茶水和
水果外，海南旅日华侨、日本海南总商会会长符明潮
还提前特制了一个带有椰子侠卡通形象的蛋糕，与
在场的每一名医护人员分享凯旋后的甜蜜与喜悦。

早在16年前，符明潮已回琼做助学公益。他
多方联系友人在文昌市昌洒镇成立了昌洒华侨小
学，改善和提升农村孩子们的读书环境和教学水
平。同时，16年来，他每年从日本回琼为优秀学
生颁发奖学金，使该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有多
名学生被文昌中学、文昌华侨中学录取。

今年年初，海南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海外侨
胞的心。1月30日，符明潮牵头组织日本海南总
商会的旅日乡亲，购买了8.1万只医用口罩捐赠
给家乡，还零片酬出演了抗疫微电影《椰子侠》的
李伟国一角。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海口市秀英区获悉，为贯彻落实
海南省、海口市关于防偷渡的相关要
求，进一步织密织牢境外输入疫情防
控网络，该区制定《秀英区沿海防偷
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
确将实现辖区内30公里海岸线视频
监控和报警系统全覆盖。同时，渔船
出海需持有船舶出海证，船舶凭证出
入港口。

据了解，秀英区约30公里的海岸
线，目前已建设完成25公里的海岸线
视频管理监控系统，剩余5公里的视
频管理监控系统将按照每500米一个
高清球机网络摄像机的标准进行建

设，实现秀英全海岸线视频监控全覆
盖，以筑牢数字防线。

该区还将对海岸线视频管理监控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加装智能分析系
统，实现人脸识别、目标识别等技术应
用，从被动监控转化为主动监控，对可
疑人员、船只进行自动分析报警，实现
对海岸线24小时全覆盖、高精度、无
死角全动态监视监测。

为构建联防联控的人防系统，秀
英区将整合多方力量组建一支72人
的联防联控巡逻队，分成3个小队，
分配至辖区各边防派出所，实行24
小时“全方位、无死角”对辖区海岸线
及周边的巡逻防控。同时，由属地镇
街牵头，辖区边防派出所配合，组织

人员在长流镇镇海村、西秀镇荣山寮
村和新海村3个渔船停靠岸较多的
区域设立执勤点，通过定点执勤点与
24小时巡逻查控机制，构建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防控体系，以斩断疫情
海上输入链条。

《方案》同时要求，要加强各类船
舶的监督管理。要对辖区内的三无船
舶排查摸底、登记造册，并加强对预警
平台的值守工作，对凡是已配备AIS
和北斗定位系统的出海作业渔船，
AIS和北斗定位系统必须按规定开
机，未配备AIS和北斗系统或手持定
位终端的渔船不得出海作业，责令其
限期安装；禁止非客运船舶参与载人
载客行为，及时清理整治非法营运行

为，杜绝被走私分子利用；监督督促各
类船舶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海上
作业人员出海作业时，须做好自身防
护，尽量避免接触境外人员，确保境外
疫情不通过海上运输渠道输入。

要严格出海、回港渔民的信息登
记和查验，并实行出海证制度。逐一
做好辖区内出海、回港渔民的查排、信
息登记，在渔港入口设置体温检测点，
对渔港出入的渔民们进行测量体温，
要求渔民对出海船舶进出港、去向，以
及渔民个人信息进行登记报备，对符
合出海标准的渔船由属地镇街统一发
放船舶出海证，船舶凭证出入港口。
船舶限定出入港口，不得进入其他港
口停靠，属地镇街要严格做好船舶出

入证制作、发放和登记管理工作。
加大对非法出海、越界捕捞、走

私、偷渡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偷越国
（边）境或明知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予以组织、运送偷越国（边）
境，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
规定处罚。

鼓励发动广大群众举报非法入境
组织者、参与者等相关违法犯罪人
员。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给予
1000元的现金奖励。司法机关将依
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人身安
全。举报人可以向属地镇（街）政府
（办事处）、村（居）委会举报，也可以拨
打110举报。

海口秀英区进一步织密织牢境外输入疫情防控网络

30公里海岸线将实现监控全覆盖

我省取消上半年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 （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海南省考试局
4月16日发布通知，为落实国家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根据
教育部考试中心的通知要求，取消原
定于2020年5月16至17日的全国外
语水平考试（WSK）。

海南省考试局同时明确，原定于
2020年3月21至22日举行的全国英
语等级考试（PETS）已经取消，已报名
考生的考试费将全额退还，具体情况
请考生密切关注报名网站有关信息。

除海秀快速路外

海口市区暂时取消
货车限行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4月1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根据疫情期间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措施要求，
海口市区除海秀快速路外，暂时取消货车限行。
海口市交警支队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行人在路上看
到大货车一定注意安全，避开大货车的视线盲区，
确保安全出行。

据海口交警介绍，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
上通行的时候，应尽量和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
全距离，特别是在交叉口，要注意右转的大货
车，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不要让自
己处于大货车“内轮差”区域内，防止发生碰撞
事故。

大货车驾驶人转弯前应及时减速一定要小心
慢行，不要抢行，保持低速，多观察车身周围的情
况，确保车身周围没有危险因素再前进。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这块空地已
经闲置很多年了，改造成小公园后，
周边居民又多了一个休闲锻炼的场
所。”4月16日，家住海口市美兰区
白龙北路市民陈多吉高兴地说。为
了充分利用城市零星闲置地，为市
民打造舒适安居环境，该区已制定
改造计划，将包括白龙北路与长堤
路交叉路口附近闲置地在内的4块

闲置地改造成小公园、停车场和便
民商贸点。

白龙北路与长堤路交叉路口附
近闲置地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已
闲置多年。该闲置地处于主干道与
居民小区之间，地里杂草丛生，堆积
了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成为蚊
虫老鼠孽生地，不仅影响城市形象，
而且让周边居民饱受困扰。为将这
片空地变废为宝，美兰区决定投入改

造资金，将这一地块改造成小公园，
让其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根据改造计划，该区新东社区
西坡新村北门附近的一块3亩多的
闲置地也将打造成村民健身休闲场
所。根据周边市民的建议，美兰区
还将海甸街道白沙门上村和福安村
内两块闲置地列入改造计划——白
沙门上村一块5.5亩的闲置地将被
改造成停车场，以缓解周边居民停

车难题；福安村内一块2100平方米
的村集体地将被改造成便民商贸
点，安置村民就业。

“由于未被开发，这些闲置地杂
草丛生，不仅影响城市形象，且给周
边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美兰区政府
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兰区已开始制定
方案，以“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为契
机，将一批在此次行动中整理出来的
闲置空地列入整体改造计划。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这里原本只能停放30来辆车，
但是现在可以停放138辆。”近日，站
在海口市国贸路北京大厦后面的一座
智能立体停车库前，深圳怡丰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欧阳华介
绍，该车库启用后，让北京大厦这座商
业写字楼不再为停车发愁。

海口汽车保有量在逐年上升，停
车难问题越来越突出。除了一些新兴
商圈在规划之初，足额配建了停车位
外，在海口老商业圈、老城区、医院、老
旧小区等地方，停车位难求已是不争
的事实。如何破解这些停车难题？相
关专家表示，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在地
面上下空间、闲置土地上做文章。

老旧城区车难停

近日的一个周末，家住凤翔路的
市民吴帝兴带着家人开车前往府城福
地美食街。让他扫兴的是，由于当晚
到美食街的人太多，他开着车在府城
三角池公园周边转了近20分钟还是

没有找到一个空车位。不得已，吴帝
兴只好将车开到大园路上停。

不仅是府城地区停车难，在海口
国贸片区，停车同样难。“没事我一般
不去国贸，就是因为停车难。”市民陈
林家住海甸岛，尽管离国贸路不远，但
是他约朋友吃饭、逛街要么约在国兴
大道上的海航日月广场，甚至愿意前
往位于西海岸的远大购物广场。

不仅是老商业区停车难，在海口，
医院、老旧小区内停车问题更加突
出。位于国兴大道附近的海口妇幼保
健院，由于院内停车位不够，院前路边
常常因停放车辆太多而堵车。

“由于规划建设等原因，海口停车
难题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内。”海口市交
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海口
城市不断往外扩张，得益于前期的规
划设计，海口新兴的商业综合体、新建
住宅小区周边停车难题并不突出。而
在海口老旧小区、部分老城区、老商业
区里，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建设地下车
库，且楼宇之间空间太狭小，不仅导致
道路无法扩建，而且根本找不到合适
地方扩建停车场。

立体车库破难题

在北京大厦智能立体停车库的监
控室内的一个显示屏上，车库内停车
数量、搬运传送带运转状况一览无
余。而在该车库建成之前，北京大厦
内原本仅有100多个停车位，停车位
严重不足。如今增加至200多个，停
车位增加一倍后，完全可以满足该大
厦内办公人员停车需求。

而在其不远处的新达商务大厦，一
座智能立体车库也在2017年建成。新
增的100多个车位不仅能满足内部人
员使用，而且常能“救济”其他商业楼宇
停车需求。而夹在龙昆南路和红城湖
路这两条主干道之间的海南省妇幼保
健医院，也曾停车位难求。如今，随着
一座10层的智能立体车库的启用，该
院停车难问题基本得到缓解。

通过向上要空间建停车位的，并
非只有智能立体车库，立体停车楼更
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力帮手。在
2017年之前，海口美兰机场尽管拥
有数万平方米的平面停车场，但是依

旧无法满足该机场日益增长的旅客
停车需求。2017年年初，美兰机场
航空旅游城内一座单层面积10741
平方米、高10层的立体停车楼投入
使用，让该机场停车位一夜之间增加
了近3000个。

在海口，除了在美兰机场建设有
立体停车楼，在海秀路上的万国大都
会商场、南亚广场等地均建有大型的
立体车库。这些停车楼的诞生，也有
效地缓解这些地方停车难。

“随着城市的发展，地价的攀升，在
有限土地资源里‘上下求索’找空间建
车库，在国内外已经很流行了。”欧阳华
称，包括智能立体车库和停车楼在内，
均是通过向上或者向下发展求空间。
以智能立体车库为例，一个停车位一般
需要9平方米空间。在地面建设有100
个车位的平面停车场，需用地近千平方
米。但是如果采用智能立体车库，则仅
需100平方米。

呼唤更多解决方案

解决海口停车难问题，其实除了建

设立体车库外，还可以通过利用闲置资
源“造”车位。早在2015年，海口取缔
355个违规停车泊位的同时，在23条街
道施划了1000个免费临时停车泊位。
这一举措，不仅当时受到市民的点赞，
至今还在为海口市民提供便利。

2018年，琼海市政府投入750万
元，在嘉积城区建设11处共享停车
场，为当地市民提供近千个免费停车
位。这些停车场的用地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公共闲置用地。

早在2018年全省两会上，曾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被称为海口“最美交
警”的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
华大队七中队中队长蔡家就建议，海
口可根据商业区和老住宅小区的实际
情况，分类布置自行式多层停车楼和
机械式多层停车楼、独立停车楼和综
合停车楼。

省政协委员符仁认为，运用科学、
合理的方式创造立体停车空间是解决

“停车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符仁
还建议采取多种形式的投资模式来解
决“停车难”问题。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

在地面上下空间、闲置土地上做文章，增加停车位

海口为停车难开“良方”

陵水开展
“黑车”整治行动

本报椰林4月16日电（记者梁
君穷 实习生符巧飞）4月16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执法
局获悉，自3月30日以来，该局联合陵
水公安局、交通局开展打击非法营运

“黑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查
扣各类非法运营“黑车”14辆。

据悉，杨某波、贾某、欧某冠3人
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陵水综合
执法局分别对3人作出了警告和罚款
1万元的处罚。

陵水综合执法局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该局将继续联合县公安局、县交
通局进一步强化对扰乱重点交通场站
秩序的“黑车”“无证网约车”的整治力
度，净化道路交通运营环境。

百姓话题

海口美兰区计划将4块闲置地改造成小公园等加以利用

边角“废地”变“宝地”

海甸街道白沙门上村便民商贸点已动工建设。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