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0年6月30日，海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侦办黑恶犯罪团伙278个，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
311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506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96.91亿元。海南扫黑除恶硕果累累

扫黑除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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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欣）7月6日，海南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省扫黑办）发布致全省人民的一封
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检举揭发涉
黑涉恶犯罪，提供涉黑涉恶在逃人员及
黑恶势力“保护伞”线索。举报情况经
查证属实，将按照有关规定兑现奖励。
省扫黑办公布了3种举报方式。

省扫黑办在信中指出，2018 年
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决策部署，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全
力以赴、攻坚克难，打掉了一批作恶
多年的黑恶犯罪团伙，侦办了一批沉
积多年的黑恶犯罪案件，查处了一批
涉黑涉恶腐败分子和“保护伞”，破解
了一批治理难题，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营造了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
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营商
环境。

截至2020年 6月 30日，我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共侦办黑恶犯罪团伙
278个，其中涉黑组织43个，涉恶犯
罪集团88个，涉恶犯罪团伙147个；

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3113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4506名，缴获各类枪支
87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
人民币约96.91亿元。

省扫黑办强调，今年是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收官之年，也是决战决胜之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面临的形势还
比较复杂，任务还比较艰巨。一些重
大线索还没有核查见底，一些黑恶组
织还没有收网，一些涉黑涉恶的在逃
人员还没有抓捕归案，一些“保护伞”
仍然逍遥法外，一些“村霸”、“套路
贷”、侵占集体土地等案件还没有挖出
来。省委、省政府坚持决心不变、责任

不变、力度不减，坚决同黑恶势力斗争
到底，坚决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
面胜利。

信中说，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
争，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局外人，只
有营造全民参与、人人喊打的浓厚
氛围，才能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
欢迎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
来，踊跃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犯罪，提
供涉黑涉恶在逃人员及黑恶势力

“保护伞”线索。举报情况经查证属
实，将按照有关规定兑现奖励，政法
各部门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
益和人身安全。

我省公布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犯罪
三种举报方式

海口取消义务教育阶段
期末统一考试
由学校自行命题和组织
规范每学期统一考试次数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记者计思佳）7月 6
日，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发布《关于取消2019-
2020学年度第二学期义务教育阶段期末统一考
试的通知》。

通知指出，取消2019-2020学年度第二学期
义务教育阶段各年级的期末统一考试，也不提供
试题，期末考试由学校自行命题和组织考试。

据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海口市教育局《关于规范和加强中小学考试
管理的通知》精神，除小学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外
（中考由省里统一组织），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从本学期起将不再组织小学、初中阶段其他统一
考试。

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指出，不仅这学期，以
后每学期义务教育期末考试均由学校自行命题和
组织。海口市教育局同时对学校组织的考试次数
进行规范。

其中，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1次
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
科任教师可根据学科单元（模块）学习完成情况进
行必要的单元测试。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科成
绩评定一律实行等级制。

海南省扫黑办举报电话：
0898-12389

举报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1号
南渡江大厦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政编码：
570203

举报邮箱：
hnsshceb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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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东方分局
不慎遗失《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27份；票据编号：
0012678370、0041660671、
0180920672、0180941692、
0180942644、0180951196、
0256813962、0256813954、
0292039011、0317555558、
0317555689、0317556067、
0317556075、0317556083、
0317556091、0317556104、
0317555697、0317557174、
0317557190、0317557297、
0317557377、0317557561、
0317557449、0317557457、
0317557588、0317558986、
0182300645，声明作废。

●符阳公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证 号 ：
469003101201120052J，声明作废。
●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委会
梅种村第三村民小组王瑞定遗失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本，编码：定安
县承包权（2018）第403591号，流
水号：469021104206180005，声
明作废。
●海南泰玲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不慎遗失奥的斯电梯出厂
产 品 合 格 证 ，编 号 为 ：
ELE036420， ELE036421，
ELE036422，声明作废。
●郑丽娟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椰林镇滨河南路6号海韵陵河假
日3号楼2807房的房产证，证号：
陵房权证陵水字第20154512号，
特此声明。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3207402，声明作废。
●洋浦诚建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符成森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9197310123410，流水号：
4600013797，声明作废。
●王咸尧遗失位于白沙县城桥南
路第八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一
本，证号：白国用(1993)字第 284
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泓泰工程安全质量检测中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780748529C）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来我中心
办理相关事宜。

琼海人民路南120平方米地块出
售，可过户，已报建可盖6-10层
楼。加微信联系18976070001。

地块出售

海南十大手信

品质海南 礼送亲友

评选联系电话:65396888

海南省商业总会品牌建设委员会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减资注销

遗失声明
董斌因保管不善，将昌江房权证石
碌镇字第（10023863）号《房屋所
有权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屋
所有权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董斌
2020年7月7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706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国用（01）字号第1344号，权
利人姓名：临高县畜牧兽医技术服
务中心，不动产坐落：临城镇解放
西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
补证，以上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7月6日

登报声明
证件：《自由贸易试验区公众聚集
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许可
证》海琼消安许字【2020】第0012
号，声明作废。场所名称：海口祥
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消防安全责
任人：刘北建，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琼山区府城镇中介路9号，使用性
质：商场，场所所在建筑名称：明洋
商场，场所所在层数：地上第一层
至3层，场所建筑面积：2709平方
米，自2020年6月8日起。此证已
作废。

通知
姜 东 （ 身 份 证 号:
140103196812085154）:
2018年 10月公司通知你移交你
至海南公司工作以来的财务收支
及帐簿凭证，时至今日也未移交，
一直也未到公司上班。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进行交接，否则
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自负。

海南麦金威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典 当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招 聘

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清算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胜利宝贝幼儿园（教

民：246010360000058号）因房屋

租赁时间到期，终止办学，幼儿园

决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时

间：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

清算组成员：黄紫云、陈蓉莉、符芳

珍、杜萍、李佳倩、李旭慧、梁亚珍，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联系人：黄小姐，电话：

13876510448，邮箱：bayad@126.

com，地址：海口市龙华区丁村外

6号。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胜利宝贝幼儿园

2020年7月2日

遗失声明
三亚金泽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为：
460200693190643，声明作废。
●林明瑞遗失海南新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季康城二期
A区（尚域世家）11-2-1102的购
房收据，收据号：0011938，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中盛海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王博遗失二级建造师证，管理
号：46201900214，声明作废。
●曹源不慎遗失五指山椰风家园3
栋 605 房 收 据 1 张 ，号 码 为
0004093，金额：4780元，声明作
废。
●曹源不慎遗失五指山椰风家园3
栋 605 房 收 据 1 张 ，号 码 为
0000806，金额：3661 元，声明作
废。
●海南盈滨岛置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市礼纪镇育培幼儿园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34128701，声明作废。
●于兆文、蒋瑞香遗失海南海洋地
质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代
码：246001190619，发票号码：
00160310，金额：522032.17元，声
明作废。

遗 失

不动产

声 明

清算公告

铺面招租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 0755 0859

项目招商
项目位于海南屯昌，占地约1000
亩，可开发用地598亩，土地年限
至2063年，已开发93亩，均已竣
工交付使用，剩余505亩，用地性
质为商业用地，不限购、不限贷，用
途为：住宿、餐饮用地，容积率为
0.6，剩余可建筑面积约18.8万平
方米。现寻求致力于自贸港开发
建设，有实力的投资商参与项目开
发，可采取股权转让方式合作开
发，联系人：杜金林，联系电话：
13337540999。

谢绝中介！非诚勿扰！

土地招商

公告送达

广告·热线：66810888

尊敬的徐日雄先生、蔡佩君小姐：
我方已将我方对贵方的债权，即（2019）海仲京字第13号裁决书

裁定徐日雄、蔡佩君应向余杰共同返还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以
3,000万元本金为基础，利率为年利率24%，自2017年6月29日起计
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另徐日雄、蔡佩君共同向余杰支付律师费、仲
裁费等共计人民币594,052元。以上债权在扣除已履行以外的全部
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人海南海鼎实业有限公司。

请贵方接到本通知后，将贵方所欠的（2019）海仲京字第13号裁
决书确认的全部债务（扣除已履行部分）直接支付给上述债权受让人。

本通知书另交给债权受让人数份。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并催款。

通知人：余杰
二0二0 年七月二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西海岸生态
整治与修复项目勘察（含测量）、

设计招标代理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西海岸生态整治与修复

项目勘察（含测量）、设计招标代理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到我司项
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
止2020年7月9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
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

联系人：林工 68617692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495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杨国宏与被执行人龙子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依查封、评估了被执行人龙子腾名下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
南侧中海锦城地下室栋-1层D033室的车位(合同备案号:
L00295255)，定于2020年8月13日10时至2020年8月14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该房进行公开拍卖(法院主页网址:
http://sf. taobao. com/0898/13 )，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
议者，请自公告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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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联系人:薛法官 电话: 0898-6866384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
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1、该宗地为仙沟美食城项目用地，项目主营业态以仙沟牛肉美食和
娱乐为主题，属海南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中的房地产业（非商品住
宅）。2、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不设年度产值及年
度税收指标。项目达产时，须解决就业人数47人，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招录本县户籍居民（贫困人口）。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应自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90天内动工，自动工
之日起540天内竣工，自竣工之日起180天内投产，自投产之日起
720天内达产。若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
时间进行开发建设的，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申请延期。否则县政府
将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置。3、该宗地应实施装配式建筑，具体
项目建设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三、竞买事项：1、竞买
人资格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
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①在定安县范围有拖欠土
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②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造成
闲置土地，并未及时纠正的；③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2、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
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
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0年7月14日至2020年8月4日
（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4、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20年
8月4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5、资
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将在2020年8月4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6、挂牌报价时
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7月27日08:00。挂牌截止时间：
2020年8月6日 10: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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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7、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
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四、其他事项：
1、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同时与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
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准入协议报县不动产登记部
门备案登记。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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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
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4、竞得人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5、挂牌
出让的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
为准。6、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五、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杨先生：0898-65303602 黄先生：0898-63822430；
张女士：0898-32855875；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7日

地块编号

定城镇
CR2020-01

土地位置

定安县定城镇东
线高速公路东侧

面积
(平方米)

31691.08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与商务金融混合用地
（零售商业70%，商务金融30%）

容积率

≤1.5
建筑
密度

≤40%
绿地率

≥25%
建筑
限高

≤30米
出让年限
（年）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003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0〕4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
牌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东线高速公路东侧的一宗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公示
债权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债务人（严浩

元、李利）于二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我处申办了《借款合

同》、《抵押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2019）琼椰城证字第115

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严浩元、李利）应在二0一九年六

月二十五日止向债务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

欠款本金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元），现截止二0二0年六

月二十八日债务人尚欠本息人民币叁拾贰万柒仟零捌拾元整

（327080.00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

权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

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0二0年七月二日

公 告
我公司现有一批树木需要间伐，分布在我司六个作业

区。共有 22 个小班，合计面积 4531 亩 。其中，松树

178.92吨，木麻黄3030.24吨。有意者请于登报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联系我司，联系人：韩先生，联系电话：

18789316663。

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各办事处
机构名称统一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XX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信达XX分公
司”。据此，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惠
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
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海南
惠创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
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海南惠创投资有限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
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海南琼山晶祥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96年本字第076号《抵押借款合同》

担保人
海南琼山晶祥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及编号

96年本字第076号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