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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海南湘艺实业有限公司等45户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本金5446.06万元、

利息以及相关担保权益，债权所在地为海南省海口市），可整体转让或单户转让，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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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客户名称
何声玲
朱德山
陈益强

海口宜欣瑞商贸有限公司
丁翔

海南锴润拆迁工程有限公司
孙海英
牛胜先
许振城
陈克强
钟亚满
周怀贵
陈定平
李秀雅
吴秋桂
董绍旭
陶建华
林海波

文昌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吴炳玉

海南康丰水产有限公司
海口鑫瑞美业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余额
172,000.00
194,455.55
151,379.83
700,000.00
120,823.01

3,775,320.00
99,515.20

5,000,000.00
150,000.00
180,000.00
58,351.09
132,054.22

4,000,000.00
165,000.00
77,860.00
500,000.00
57,014.43
300,000.00

5,000,000.00
32,920.73

5,000,000.00
300,000.00

54,460,5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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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海南湘艺实业有限公司

秦尊云
容凯

海南兴茂橡胶机械仪器研究制造有限公司
沈坚

符瑶瑶
张硕增

海口友银仕马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友银仕马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星合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瑞今农业产业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熊维永
林道明
陈锦召
陈定祥

三亚金科三晋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陈体传

海口纤瑞美业贸易有限公司
文昌联益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幸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文昌锦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海南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开富

合同余额
5,000,000.00
182,000.00
146,416.00

2,906,365.34
500,000.00
60,868.95
5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49,000.00

5,000,000.00
300,000.00
190,000.00
500,000.00

4,800,000.00
4,541,874.14
134,716.11
300,000.00
397,000.00
1,955,652.81
130,000.00

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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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抵押
质押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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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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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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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抵押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
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
转让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有受让意
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5日内。联
系人：吴经理。联系电话：13389855959。通讯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
号宝发国际大厦二层。邮编：570125。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
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56763800（东方邦信融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2020年5月29日

讣 告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邓传明同志（一级巡视员

兼机关党委书记），在工作中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2020

年5月27日7时35分在海口去世，享年59岁。

邓传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0年 5月31日

（星期日）上午9时在海口殡仪馆举行。

联系电话：0898-65238220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年5月29日

海南盛世群升实业有限公司、三亚牛虻双酷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

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接收我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后，限期内仍未支付农民工工资，现决定将你单位列入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三亚市

人民政府或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起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88868025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5月19日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决定书

海口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申报的仁恒·滨江园一期项目位于江东
大道北、桂林洋大道西，项目拟建2栋商业楼、21栋住宅楼，送审方案增
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偿建筑面积2338平方米。为广泛征求相
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0年5月29日至6月1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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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建设部（海口市美兰
区兴洋大道18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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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2303，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5月29日

仁恒·滨江园一期项目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海口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申报的仁恒·滨江园一期项目位于江

东大道北、桂林洋大道西，项目拟建2栋商业楼、21栋住宅楼，总建筑

面积151289.61平方米，项目指标与市政府批复规划条件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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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至6月1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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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jdglj@163.com。（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建设部，

邮政编码：57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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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2303,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5月29日

仁恒·滨江园一期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三亚房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6 月16日下午3：00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

人民大道58-1号阳光熙园A1004室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吉
阳区迎宾路丹州小区A4幢207房82.81平方米、208房98.74平方米、
307房82.81平方米、308房98.74平方米，总面积363.1m2。（标的按现
状净价拍卖，整体拍卖优先，可以分拆拍卖）参考价：13000元/平方
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保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户名：三亚中亚
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开户行：交通银行三亚支行；账号：
462601500012015225953。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
6月15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15日17：00前（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到下列拍卖公司咨询标的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单位：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海甸岛人民大道58-1号阳光熙园A1004室。
咨询电话：13807631116，36375711。

招标代理竞选公告
现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竞选两个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一、招标人：海南华琨物资公司
二、项目名称：（一）海南省粮油产业有限公司系统“三供一业”改

造；（二）海南省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系统“三供一业”改造项目。
三、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要求：（1）已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平台（海南省）》备案。（2）已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备案。
四、报名要求：须由授托人持：（1）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2）项目负责人注册证原件；（3）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复印件打印盖章，原件审核。

五、报名时间：请于2020年 5 月 29 日至2020年6月4 日，上午
8：30-12:00，下午3：30-6：00(节假日除外)。

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14楼1402房。
联系人：陈晓璐；联系电话：1303493385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新花园项目建筑方案调整公示启事

中新花园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金鼎路西侧，规划批建一栋地上21
层/地下1层商住综合楼（其中地上1至2层为商业），调整方案拟根
据消防要求增设通向地面室外钢梯及调整二层商铺布局，方案变更
内容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5月29
日至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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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9日

序
号

1

资产名称

三亚亚龙
湾开发股
份有限公
司

资产
种类

股权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资
产总额或数量

1,148.50

所在地

海南省
三亚市

资产基本情况

该公司是在国内注册成立，注册资本67100万元，属房地产
行业，地址：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内，主营：
亚龙湾旅游度假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兴建宾馆及旅游设施
建设、水上游艇，物业管理；酒店经营管理；餐饮服务；文化娱
乐服务；游艇赛事开发，游艇出租、销售、代理、维修、驾驶员
培训等。中国信达对该公司出资1148.5万股、占比1.71%。

联系人

史先生
陈女士

联系电话

0898-
68667315/
68665025

邮箱

shiyunhe
@cinda.
com.cn/

chenhu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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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进行单户或组包处置，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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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1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
本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xiaoya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以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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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万股
资产清单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1581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符德厚与被执行人海南百大投资
有限公司、庄继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
的(2020) 琼0105民初2044号民事调解书。现因被执行人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裁定注销庄继连名下位于海
口市海盛路北侧芭普假日小区A栋2502房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场管理处的商品房交易备案登记手续，并将该房屋备案
登记至申请执行人符德厚名下。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
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6865133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274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20)海仲案
字第171号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五洲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宾馆与被执行人颜建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执行人海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宾馆申请将颜建

勇名下位于海口市海府路4号 1号铺面[产权证号:海房字第
HK046688号]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申请人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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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七日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通讯员 潘高

——成功的秘诀是能吃苦！
——成功更在于智慧！
不会砍椰子，也能卖好椰子？流

汗多不如会吆喝？同是卖椰子，父子
俩在理念上发生了冲突，最后倒是儿
子用行动给老子上了一课。

5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文昌
市文城镇“东郊宝椰”加工厂，在堆成小
山样的椰子旁，数十名砍椰子的工人麻
利地手起刀落，一颗颗饱满的椰果转
眼被削去了青色外皮。工厂创办者符
方海摊开结满老茧的双手，待80后儿
子符式乐安排好货单后，和工人一起将
一箱箱椰青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父亲辛苦打拼

符方海今年55岁，文昌市东郊镇
清港村人，从小在乡村长大，有股吃苦
耐劳的拼劲。当时，东郊的椰子加工
厂很多，农民大多靠椰子谋生，符方海
勤勤恳恳，将做椰糖、榨椰汁等手艺几
乎学了个遍。

“古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成功的人哪有不吃苦的？”符

方海说。
1993年，为了创业，外出打工的

符方海回家办起了自己的椰子加工作
坊。那一年，他儿子符式乐才5岁。

为打开产品销路，符方海自己开
车，带着产品坐轮渡，跨海送到广东销
售。“还记得第一次，路上来回折腾了4
天，却只卖了4箱（36个）椰子，还不够
来回花销的路费！”符方海苦笑着说，
那时交通和通讯都不像现在这样发
达，传统定点代销模式拼的是人脉和
脚力，所以他咬牙坚持，硬是靠比别人
多一份的努力，让加工作坊活了下去。

不料，符方海儿子符式乐长大后却
开始“驳斥”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更智
慧。”符式乐总是这样说。

儿子事半功倍

打开手机淘宝APP，搜索“文昌椰
子”，很容易就刷到符式乐专门设计制
作的产品介绍和宣传小视频，美丽的东
郊椰林风光和天然的椰子让人心动。

与父亲不同，对椰子加工工艺，少
年符式乐几乎一窍不通，甚至砍椰子
的动作都不标准。但经常陪在父亲身
边，耳濡目染，成年后的符式乐对产品
营销却萌生了兴趣。2000年后，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逐渐普及，互联网
进入普通人生活。符式乐尝试在网上
发布产品信息、寻找椰青经销商，没想

到事半功倍，足不出户就收获到来自
国内多地的订单，拓宽了父亲多年苦
心经营才建起的销售网络。

“这是什么时代？互联网时代
了！传统老路跟不上新时代。”符式乐
自信满满。

渐渐地，符方海似乎也承认了这
一点：“年轻人就是想法多。”于是，他
让儿子出谋划策，并且参与工厂经
营。2012年，符家的椰子加工厂扩
建，符方海干脆只管新鲜椰果收购和
把控加工品质，销售环节则几乎全部
交由符式乐打理。

不出意外，符式乐“执掌”营销期
间，符家的生意日渐兴隆。2016年，
符方海在文昌市文城镇清澜片区租下
30亩地，决定将工厂再次扩建，并将

“掌门人”换成了儿子。
2017年，符式乐坚持主推椰青产

品，并注册了“东郊宝椰”商标。他积
极参加各类农业品牌推介会、展销会，
通过电商平台扩增订单，2018年销售
额1000多万元，2019年将近3000万
元，今年势头还在继续上扬……

新时代新营销

在符家工厂，如今稳定就业的工人
近60人，那些砍椰子的熟练工，平均每
人每月工资逾万元。符式乐组建了电商
服务团队，在海口设了办公点。他每天

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刷”手机，盘点
当日订单，分配工厂各环节的工作量，平
均每天的“流水账”都在10万元以上。

近年来，视频直播营销方式风靡，
符式乐也常常往返于东郊椰林和工
厂，拍摄采摘、加工椰子的短视频，在
网络平台“吆喝”。

有趣的是，虽有良好的发展态势，此
时的符式乐却重新体会到父亲的感悟：
想要成功，就必须比别人多一份努力，更
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为确保加工、销
售、物流各环节衔接顺畅，他经常晚睡早
起，“平均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

“加入电商创业的人越来越多，‘酒
香也怕巷子深’时代，丝毫不敢懈怠。”
符式乐感慨道，电商平台突破了地域空
间限制，打破了传统合作模式，那些电
子屏幕背后的人，即便大多素未谋面，
但他们可以成为文昌椰子的代理微商、
电商，成为庞大的网络销售团队一员。

椰影婆娑，椰香醉人，符家父子眼
前的椰果和从前的一样新鲜水灵，但

“卖椰子”已经从“谋生手段”变成他们
的“事业”。符式乐说，希望通过坚持
不懈的努力，打响文昌椰子品牌。

（本报文城5月28日电）

椰乡父子卖椰记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5月28日从海口市
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将建千
亩以上“飞地”种植基地，确保本地叶
菜稳定供应，同时建设运营一家A级
屠宰场，通过掌控屠宰场检测环节，为
生猪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保障。

据了解，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自有基地6611亩，主要种植本地叶
菜，去年共产蔬菜5790吨。该集团积
极对接岛内外蔬菜生产基地，建立稳
定供应合作关系，紧急调运市场紧缺
菜品，并落实储备常年蔬菜1000吨的

储备任务，保障海口菜篮子蔬菜供
应。此外，该集团还构建“直营店+农
贸摊位+便民网点+直销车”销售网络，
截至目前已在全市设立220个网点。

下一步，该集团将提高已有蔬菜
基地土地使用效率，利用龙湾复垦片
区国有储备地，增加本地叶菜种植面

积，同时在岛外的昆明、岛内东方等市
县建设千亩以上“飞地”种植基地，确保
本地叶菜稳定供应。利用国有资产闲
置资源和小区公共服务场所，继续推广
直营网上商城、直销车进社区模式，与
电商合作开展外卖模式，对现有末端网
点进行“大店直营，中店联营，小店外

包”的经营管理模式改革，不断加大销
售网点的拓展力度，扩大市场占有率，
并利用“大店”力争打造成为具有本地
风情特色的“最美集市”。

此外，该集团还将构建菜篮子供
应链生态合作体系，打造线上、线下

“采销一体”平台，该平台将着力整合

前端产地、农批市场和终端团体如食
堂、餐饮企业、家庭等客户资源，通过
平台进行农副产品集中采购交易，将
小单变大单，提高综合议价能力，降低
农产品采购价格，通过组织订单，以销
定采、以销定产，达到供需两端平衡，
逐步实现订单农业。

海口将建千亩“飞地”种植基地
确保本地叶菜稳定供应

文昌80后青年符式乐主要通过网络销售椰青，2019年一年创下将近3000
万元的销售额。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昌江规划建设棋子湾大角公园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钟玉莹）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昌江黎族自治县
获悉，为进一步丰富棋子湾旅游度假区景点，打造
海南西线地标旅游景区，该县目前正规划建设棋
子湾大角公园。

据了解，棋子湾大角公园项目总规划面积约
80.61公顷，位于棋子湾旅游度假区西北角，以棋
子湾滨海礁石为核心景观特色，涵盖围棋文化广
场区、围棋文化苑、滨海休闲区、亲子科普教育区、
婚纱摄影区、山林休闲区等功能分区，具有生态保
护、环境科普等功能。项目致力打造以围棋文化
与生态文明教育相结合的特色主题公园。同时，
结合“绿色娘子军”精神及“绿色娘子军”纪念馆建
设，打造成为集科普、教育、比赛、户外活动的场所
于一体的生态型、分散式的公园景区。

日前，投资方昌江盛大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从棋子湾大角公园项目的发展背景、规划思
路、目标和定位等进行了介绍。

昌江县委主要领导表示，棋子湾旅游度假区
是海南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大角公园要以打造
5A级景区为目标，立足海南打造全国体育旅游示
范区的定位进行高标准规划和设计，谋划建设国
际围棋学校、围棋博物馆等项目，并大力引进国际
大赛，谋划建设中国南海围棋胜地。

海南检察机关首个海洋生态资源修复基地挂牌

用“检察蓝”守护“海洋蓝”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陈杏梅）5月28日上午，文昌市检察院在龙楼海
洋检察室挂牌设立海南省检察机关首个海洋生态
资源修复基地。此举是海南检察机关进一步发挥
海洋检察室职能作用的创新举措，对完善海洋生
态保护检察监督体系，实现涉海保护领域检察监
督全覆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基地成立后，将加强涉海各单位协同
合作，共同开展海洋执法、海洋公益诉讼、海洋法
治宣传、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逐步构建海洋生态
保护工作体系，更好地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
和海洋强省战略大局。揭牌仪式后，文昌市检察
院与相关涉海单位会签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
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做好海洋生态资源修复的意
见（暂行）》，并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

文昌市检察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各涉海单
位的协作，加大打击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资源行
为，加强海洋法治宣传力度，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免受侵害，切实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环境
平衡，构建海洋生态保护检察监督体系，真正发挥
海洋检察室的职能作用，用“检察蓝”守护“海洋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