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广告 2020年5月27日 星期三A14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200电话卡、17908电话卡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发行的密码记账式电话卡，主要用于本省语音通

话。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话卡的应用已经被其它产品替

代。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29

日凌晨0点起停止200电话卡、17908电话卡业务服务。停

止服务后三个月内，客户可凭持有的有效期内的电话卡实物

到指定电信营业厅置换充值付费卡。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5月27日

海南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建设观鸟屋的公示启事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与资源保护项目拟新建观鸟

屋1栋，建筑总面积192m2。观鸟屋共4层，采用圆形塔状构建，主要用于
科研观测及科普宣教活动。该建筑位于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
冲区边缘，塔市片区内，地理坐标为：东经110°54′00″，北纬20°00′61″。
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
（2020年5月27日至6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nhkgry@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7楼，邮政编码
570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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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01690，联系人：何楠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
昌江海汽广场(以下简称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进行公开整体招
商，现发布招商公告如下：一、项目简介：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位
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71号昌江汽车站，建筑面积约
5951.91㎡，招商面积约5951.91㎡，于2012年底建成，目前作为商
业经营使用。项目位于昌江县城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周
边商业气息浓厚。二、租赁期限及租金：租期为8年，租金底价为月
租金单价59元/㎡（建筑面积5951.91㎡）。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的
月租金单价，第二年、第三年的月租金单价与第一年相同，第四年起
月租金单价逐年递增5%，租金支付时间以《租赁合同》为准。三、不
可谈判条款：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原有肯德基门店租赁，租赁合
同至2027年11月15日止，租赁面积370㎡(包含在整体招商面积
5951.91㎡内)，意向承租方竞得后必须继续承接肯德基门店的租赁

合同，否则视为违约处理。肯德基租金缴交方式为按营收额缴交，
即年营收额800万元（不含800万元）以下的按6%缴交租金、营收额
800万元以上的按7%缴交租金，由最终承租方收取租金（详见相关
《租赁合同》）。在承租方筹备期限内，肯德基租金由招商方收取。
四、确定承租方方式：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市场平台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意向承租方，采用“综合评议”的方式进行遴选，确定中选方。
五、公告期：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6月23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
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27日

海汽昌江分公司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公开整体招商公告项目编号：QY202005HN0063 文昌市文城生猪屠宰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5HN0065

受委托，按现状对文昌市文城生猪屠宰场进行公开招租，公告
如下：一、标的基本情况。文城生猪屠宰场位于文昌市文城镇衙前
经济社三城地段，距文琼高速南阳互通约2公里，交通便利，标的所
在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标的所占土地为设施农用地，面积为
33333.33m2（约 50 亩）地块上已建成七栋建筑物，建筑总面积
4181.10m2(包含屠宰设备等配套工程，不包含综合办公楼)。建筑物
建成于2014年，普通装修、维护保养较好。目前，标的因污水处理
不达标环保问题于2019年8月停业至今。二、租赁用途及租赁年

限。限定用途为畜禽屠宰及附属配套业务，租赁期限15年。三、挂
牌底价728028元/年租金。四、本项目招租采用“网络动态报价、价
高者得”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方可参加竞价。五、
公告期：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6月9日。承租方资格条件等
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
网（http://www.ejy365.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 施女士、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27日

2018年11月12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琼01

清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南冶金矿山联合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冶矿联）强制清算一案，2019年3月19日指定海南万理

律师事务所担任并组建清算组。

经清算组调查，确认截至自主清算基准日2015年6月25

日，冶矿联有在册职工8名；截至2015年7月31日，欠付的职工

社保、住房公积金和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合计258574.49元

（详见职工债权清单），共10人。现予以公示。职工从公示之日

起5日内对清单记载的债权数额有异议的，可提出异议。

特此公示。

海南冶金矿山联合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

1、职工债权清单；

2、清算组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30层，

电话0898-6852621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10人

姓名

赵娜娟
钟晓红
梁进强
黄晓燕
林秀菊
李露莎
蔡朱炜
蔡文辉

陈绍义

徐艳敏

年龄

48
56
56
31
46
35
27
29

66

66

岗位

经理部副经理
出纳
司机
职员
会计
职员
职员
职员

原退休职工

原退休职工

欠付工
资（元）
0
0
0
0
0
0
0
0

0

0

欠缴社保及住
房公积金（元）
0
0
0
0
0
0
0
0

123099

33865

经济补偿金（元）

27026.69
13554.59
7277.09
10220.52
20119.33
8415.83
7496.88
7499.58

0.00

0.00

债权合计（元）

27026.69
13554.59
7277.09
10220.52
20119.33
8415.83
7496.88
7499.58

123099.00

33865.00

258574.49

经济补偿金支付年限

2012.4-2015.7，共3年零4个月
2012.4-2015.7，共3年零4个月
2014.4-2015.7，共1年零4个月
2012.12-2015.7，共2年零8个月
2012.5-2015.7，共3年3个月
2013.6-2015.7，共2年零2个月
2013.5-2015.7，共2年零3个月
2013.4-2015.7，共2年零4个月
1996- 2013 年 社 保 ，2008 年 -
2013年3月住房公积金
1996-2007年社保，2007年住房
公积金

海南冶金矿山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债权清单
（2019）冶矿联强清130-1号

海南冶金矿山联合有限公司强制清算职工债权公示
（2019）冶矿联强清字第130号

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拥有对元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良债权资产及投资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华

融·元合301单一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受益权，两项资产

本金余额为13,488万元人民币，欠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收

益及费用以协议约定为准。债务企业建设项目所在地在海南

省琼海市博鳌乐城医疗先行区，拟组包公开处置，现予以公

告。资产详细信息可登录华融网查看：http://www.chamc.

com.cn/。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需按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规

定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

权/信托受益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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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自2020年5月27日起至6月23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

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陈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67501

孔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6884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1931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海南省药物研究所国有资产及地债
资金（本息）整体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5HN006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省药物研究所国有资产

及地债资金（本息）整体转让。
一、基本情况：
海南省药物研究所于1995年3月设立，主要经营范围：开

展药物研究，促进医药事业发展，药学研究，医药信息咨询等。
该所共取得690项检验项目资质，包括药品、食品、健康食品、医
疗器械、药包料、环境监测等若干大类，具有实验室计量认证及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书、实验动物使用及生产许可证书。目
前，药物研究所整体改制方案获批，对药物研究所的净资产
3014.92万元和地债资金1000万元及利息整体公开挂牌转让。

经评估，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药物研究所总资产为
4930.51万元，总负债1915.59万元，净资产3014.92万元。药物
研究所主要资产有：1、约13.4亩划拨科教用地，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高新技术开发区；2、对外投资的两家公司股权；3、海南省
实验动物中心科研大楼及实验设备等。现有员工44人，由该改
制后新公司与原员工协商签订劳动合同。详情见资产评估报
告。

二、挂牌价格不低于4059.93万元。
三、公告期：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6月23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27日

公开竞租公告
我局拟将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20号A栋一楼101、102房

进行公开竞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竞租及经营范围：文昌市文
城镇文清大道20号A栋一楼101、102房(建筑面积：210.36㎡），可用
于办公或生活服务类（不得用于经营餐饮）经营。二、租赁期限：3年
（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租金支付方式：一年一付。三、竞租方
式：本次竞租采用多轮公开竞争报价方式。以竞租底价27元/㎡/月起
竞，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人民币 1元/㎡/月以元为单位的整数，最高价中
标，当场宣布，并签订竞租成交确认书。四、竞租保证金：伍万元整。1.
交纳竞租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2日下午17:00。竞租保证
金的交纳方式为参与竞租的企业或个人需通过基本账户转款，需注明
款项用途（房屋竞租保证金）。2.竞租保证金的收款单位和银行账户如
下：户名：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开户行：海南省文昌市
工行营业部。账号：2201025109022107616。五、报名时间、地点和

方法。（一）报名时间：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6月2日（上午9:00
至11:00，下午15:00至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二）报名地点：海
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534号文昌供电局3楼303室；（三）竞租人报名时
需提交：1.填写清楚、完整的竞租申请书。2.签字确认的公开竞租规
则。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其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竞租
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或竞租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签
字）。4.若是受托人前来报名，除提供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单位法定
代表人（或竞租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或签字）、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签字）、法定代表人（或竞租人）身份证复印件（加
盖公章或签字）。5.提供竞租保证金凭证原件（原件备查）及复印件（加
盖公章或签字）。六、竞价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时间：2020年6月3
日上午10:30。地点：海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534号文昌供电局二楼
会议室。联系方式：海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534号文昌供电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3331886 联系人：邢少敏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

2020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