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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海南省二轻总公
司

海南省华侨食品
厂

海南省太平洋旅
游开发贸易公司

海南省华侨食品
工业公司

海南省华侨物资
供应公司
海南省水产对外
贸易公司

海南省轻工实业
公司

海南省轻工置业
发展公司

海南省华建公司

海南省建材工业
发展公司
海南省机电工业
公司
海南省医药总公
司(港币借款折合）
海南省南药公司
（美元借款折合）

担保人/抵押人

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华侨投资开发总公司

海南省水产总公司、海南省
水产局
海南省轻工房地产开发公
司、海口华美服装有限公司、
林永超、通什市皮服制衣厂

海南省轻工置业发展公司

海南省华侨投资开发总公司

海南省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医药总公司

海南省医药总公司

金额本金

10,000,000.00

10,42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690,000.00

2,000,000.00

6,767,500.00

2,500,000.00

11,600,000.00

350,000.00

3,400,000.00

1,061,950.00

1,275,043.00

利息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名称、编号

贷款合同：1000万元（1993年4月29日）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秀英坡所）农银借合字95014号、（海）
农银借合字第11号、（海）农银借合字第94002号、（海）农银
借合字第29号、（海）农银借合字第35号、（海）农银借合字第
18号、260万元（1995年6月22日）；抵押借款协议书：海口
市农协议字第258号；信用借款合同：80万元（1994年10月
19日）；抵押借款契约：农字258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市）农银借合同字第020号

抵押借款协议书：农协议字第110号、农协议字第134号、农
协议字第73号、农协议字第11号、30万元（1991年12月28
日）；抵押借款契约：农字110号、农字134号、农字73号、农
字219号、农字11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海）农银借合同字第940017号；担保借
款协议书：农协议字第109号；担保借款契约：农字第31号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二营第007号；房屋抵押贷
款合同：550万元（1997年4月28日）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琼）农银借合同字第70号、（94）农银借
合同字第07号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琼）农银借合字第R94016号

担保借款协议书：海口市农银营协议字第008号、农协议字
第67号、海口市农协议字第141号；担保借款契约：农字141
号、008号（40万元，1993年11月9日）、农字67号
借款协议：35万元（1991年6月5日）；担保借款契约：35万
元（1991年6月5日）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市）农银借合同字第301号、（市）农银
借合同字第319号
抵押借款协议书：海口市外贸协议字第3号；抵押借款契约：
3号（HK100万，1992年11月30日）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琼）农银借合同字第95031号

根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联合资产）与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盈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联合资产将其对本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等），以及相应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华盈公司。现联合资产与华盈公司特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盈公司履行相应合
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5月25日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0525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
于2020年6月5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
拍卖：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58户债权资产包（截至2019
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29,412.43万元，本息合计人
民币129,264.3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整；参考
价:人民币14413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
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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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
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
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
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6月4日止。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0年6月4日16:3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0年6月4日17:0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
电话：0898-68598866、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

17-18层
财 政 部 驻 海 南 专 员 办 监 督 电 话 ：（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省农垦第一物资供销公司
关于移交托管国有经营性资产的通知书
海南集瑞贸易有限公司：

自2003年至2019年12月，我司陆续委托移交龙垦花
园铺面、海岛阳光铺面、海边仓库等合计12264.84m2的各
类国有资产给贵司经营。现我司再次郑重声明，请贵司见
报后七日内向我司移交托管的国有资产；如逾期不移交，我
司将通过诉讼程序依法收回托管的国有资产，因此而造成
的法律后果由贵司完全承担。

特此通知。
海南省农垦第一物资供销公司

2020年6月2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
支行迁址及许可证变更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行迁址，原许可证（流水号：
00497437）注销，现予以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4690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621915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0日
住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125号一至三层
邮政编码：571400
电话：0898-6290207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1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
支行迁址及许可证变更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迁址，原许可证（流水
号：00497219）注销，现予以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469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21919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2月01日
住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五横路15号（天域华府

一期四号楼1层）
邮政编码：571300 电话：0898-6321952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3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2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琼D75031 大众牌小型轿车、琼
D75621别克牌小型轿车和琼D75839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挂牌
价分别为59670元、53775元和52785元。公告期为：2020年6月
2日至2020年6月15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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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助
力全省复工复产促消费

中国工商银行以实际行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海南省商务厅与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
的支持和指导下，2020年5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在海南健康一码通平台上推出“助力全省复工复产促消费”活
动，通过发放2万张消费券为复工复产商户提供消费支持，为持
卡人带来实惠。

2020年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消费者可通过“海南省
健康一码通”微信小程序中领取微信消费券，消费券领取成功
后，在指定商户消费时选择微信支付方式，并使用中国大陆地
区发行的工行借记卡进行支付，可享受单笔消费满50元立减
10元优惠。

关于江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正式对外办理业务的公告
经十六届海口市人民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江

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承接391项市级管理权限，于6月2日起
正式对外办理业务。承接的市级管理权限清单可通过海口市
人民政府网查询，网址：http://www.haikou.gov.cn/。

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江东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一楼大厅
咨询电话：0898-65686315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6月2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20〕16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
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0年6月2日至
2020年7月1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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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对本公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
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如下申请文件：

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
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

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四、申请递交

1、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
和开发利用室。

2、联系人：周先生 邢女士
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0898-68593918
五、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
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9）-114-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路镇约
亭工业园区内

面积（m2）
14322.3

（折合21.483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供燃气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0.5
建筑密度

≤25%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

≤12米

一些基层法官预判，随着疫情进入
常态化防控阶段，合同解除、合同违约等
纠纷有可能增加，旧案叠加新案，审理压
力会增加。“云审判”对缓解案多人少矛
盾、应对案件增长可提供有力支撑。

但与此同时，当前“云审判”仍面
临软硬件不到位、案件容量有限、技术
人才紧缺等局限。

一位基层法院庭长表示，当前很多
基层法院硬件并不到位，软件也常因故
障无法高效使用。“20分钟左右的在线
庭审有时需要1小时，庭审中还常出现
签不上笔录或当事人无法登录的现
象。另外，由于没有人脸识别系统，全
靠视频判断，也存在一定司法风险。”

胡智勇说，目前在线审判平台受

容量限制，支持办案数量有限，法院需
提前预约“云法庭”，有时存在拥堵、排
队现象。

此外，不少法院缺少既懂法又懂
技术的复合型信息化人才。现阶段法
院信息技术人员大多是计算机专业毕
业，难以将网络技术和法院管理有机
联结起来，亟需进一步加大技术开发

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院

长陈亮建议，一方面要从制度上保障
各类司法主体自由选择诉讼形式的权
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普及宣传，
增加社会对网络判案等智慧法院系统
的了解。此外，还要从立法层面，对在
线庭审的案件类型、程序要点、证据展

示等规则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业内人士认为，不能把“云审判”

的大规模应用仅当作疫情期间的“权
宜之计”，应抓住这一契机，多方面发
力，推动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水平不断
提升。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孙亮
全 周闻韬 吴文诩）

“云审判”下一步怎么走？

“云审判”怎么审
窗口可以关，服务不能停。
疫情期间，“网上见”的“云审判”成为各地法院工作的新模式。

“云开庭”、VR“云调解”、网上“云执行”，初具雏形的智慧法院审判体
系显现出提升效率、方便群众、推进审判体系现代化等多重优势。

“云审判”的大规模应用，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还是未来的
“常态之策”？

4月22日，北京四中院在线公开
合并审理一起行政案件，房山区司法
局等部门负责人通过北京法院审判信
息网远程旁听。

“疫情期间，司法需求没变。窗口
关了，但一些服务仍有刚性需求。”一
名法官介绍，北京为此紧急研发了“云
法庭”系统，开启三级法院统一的互联
网庭审模式，可支持全市800个法庭

同时开庭。
记者采访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

为及时处理案件、尽快解决问题，“云
立案”“云调解”“云庭审”等线上司法
手段在各地得到广泛运用。

“由疫情引发的案件，如妨害公
务、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要从快处
理，这样有助于匡扶社会公平正义、维
护疫情防控大局。”重庆五中院民一庭

副庭长胡智勇说。
在常规案件中，有羁押和审理期

限的刑事案件，也需要紧急处理。“比
如农民工工伤案件和刑事二审案件，
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损害当事人利益。”
太原中院刑三庭庭长杨晓宇说，“程序
需要继续往下走，一些网上能做的就
放到了网上。”

在重庆，一场场特殊的“隔空”提

讯也在陆续进行。不久前，重庆五中
院刑事审判庭连续5天通过远程视频
方式，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上
诉人处于不同场所的情况下，对关押
在9个看守所的58名嫌疑人完成了
所有提讯程序。

“云审判”对民事案件的意义更
为重要。“民事案件的主要目的是解
决问题，程序更简单，完全可以利用

技术手段把当事人召集起来，开视频
会议解决。”太原中院民一庭庭长刘
光说。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总结：
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法院网上立案
136万件、开庭25万次、调解59万次，
电子送达446万次，网络查控266万
件，司法网拍成交额639亿元，执行到
位金额2045亿元。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几
年信息化建设应用的基础上，疫情
加速了远程开庭、网上立案、移动微
法院和“云执行”的布局和应用。智
慧法院审判体系初具雏形，并显现
出提升效率、节约资源、方便群众等

多重优势。
山西高院刑三庭副庭长赵宏

说，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羁押在各
地，过去审判人员必须去当地提
审。以山西高院刑三庭为例，办理
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法院最少需

要4人，检察机关最少需要3人，还
有一到两名辩护人。“这么多人，来
回最少得两天；转到‘云上’，大家在
各自岗位，半天就够了。”

一些法官表示，“云审判”相当于
直播，对法官业务能力等各方面要求

更高，能倒逼法官提高水平、改进作
风、规范司法程序，有助于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同时，实行“云审判”，公众可以
“网络围观”，有利于把对审判权的监
督落到实处。

山西一位业内人士称，“云审判”
提高了当庭宣判率，保障了法官依法
独立行使审判权。现在山西各级法院
涉疫情防控类案件一般会当庭宣判，
从司法改革角度说，这是“还权”于合
议庭，提升了司法效率。

“云审判”有多重优势

央行等八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姚均芳 吴雨）记
者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推动金融支持政策
更好适应市场主体的需要，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规
模明显增长、融资结构更加优化，人民银行近日会同
多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
监会、外汇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共包含30条政策措施。

意见要求，全国性银行要合理让利，确保中小
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明显扩大，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
降。全国性银行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50
个基点，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增速高于40%，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要把3500
亿元专项信贷额度落实到位，以优惠利率支持中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商业银行要将普惠金融在分支
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大幅
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贷。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监管评价、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政府
性融资担保考核，强化外部考核激励机制。积极
发挥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大幅拓
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
2020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力争新增再担保业务
规模4000亿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批量担保
贷款业务合作，提高批量合作业务中风险责任分
担比例至30%。

“云审判”应对刚性需求

？
新华视点

6月1日，在正定县塔元庄村劲松老年公寓，
工作人员推着一位老人在庭院散心。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积
极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
面资源，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医养综合体，满足老人养老和医疗护理双
重需求。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河北正定：

打造医养综合体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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