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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三亚凤凰岛发
展有限公司

海南恒兴置业
有限公司

海南华凯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本金

309,940,000

4,304,371.45

4,725,775.68

利息

12,661,651.99

28,382,722.84

36,354,106.97

费用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

担保人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
港发展有限公司、三
亚凤凰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海南银屏房地产开发
总公司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名称、编号

琼交银（世贸）2012年固贷字第004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琼
交银（世贸）2012年最抵字第0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琼交银
（世贸）2016年最抵字第8802号《抵押合同》、琼交银（世贸）2014
年最保字第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琼交银（世贸）2014年最
保字第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琼交银（世贸）2014年最保字
第001号-补1《补充协议》、琼交银（世贸）2014年最保字第002
号-补1《补充协议》、琼交银（世贸）2019年补充字第FHD号《补
充协议》、琼交银（世贸）2019年补充字第FHD1号《补充协议》、
琼交银（世贸）2019年补充字第FHD2号《补充协议》。
95年字第056号《借款抵押合同》。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抵押借款合同书》(95)010号、《交通银行海南
分行抵押借款合同书》（95)007号、《交通银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
同》97年信字第023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97年信字第
023号。

注：1、交易基准日为2020年5月15日。2、费用包括应由债务人
承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和司法评估费等。3、海南恒兴置业有限公司

以及海南华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最终以判决书以及相关裁定
书为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以及相应民事判决书以及民事裁定书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9日
单位：元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

张杰等26户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本金987.48万元、相应利

息以及相关担保权益，债权所在地为海南省海口市），特发布此公

告，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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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客户名称
张杰

田有文
吉喜

陈茂林
林小盈
罗丹
李玲

陈业富
韩畴

苏丽转
符玉蝶
刘秋生
蒋勇攀
刘钢

杨玉林
黄燕玲
候万里
苗竹

符运亮
符皓霖
褚锟成

合同余额
560,000.00
562,867.40
260,889.33
890,390.94
93,335.19

198,184.53
700,000.00
341,051.66
560,180.00
171,844.39
33,917.30

119,033.33
528,169.92
617,149.13
689,996.99
71,037.06

800,000.00
449,925.41
353,375.70
250,000.00
242,996.20

担保方式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22
23
24
25
26
合计

张立春
黄春容
林少丹
吴清华
朱树斌

151,649.94
390,367.88
338,604.93
202,325.87
297,500.00

9,874,793.1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中
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
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的通知》全文如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
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
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并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把这一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二卷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
响。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
中，又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
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
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
论创新成果。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出版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该书
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
18日至 2020年 1月 13日期间的报
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
等92篇，分为19个专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
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揽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
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
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出
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贯穿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对于帮助国际社会更好了解这
一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增进对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
大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与第一卷、第二卷作为一个整
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列入学习计划，全面系统学、深入
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提高政治能
力，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应对风险
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
作水平。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
学院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容，各高校要将

其作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
材，各级党委讲师团要组织好对基层
党员和群众的宣讲活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要创新推动党的科学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等各方
面工作，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
下功夫，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凝聚起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

据新华社香港7月8日电（记者周
文其）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揭牌仪式8日在香港
举行，宣告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正式成
立并运行。

8日上午，揭牌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
中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国政协
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国安委主席林郑月娥，国务院港澳
办副主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香港特区国
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与驻港
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一道，为驻港国安
公署揭牌。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揭牌仪式是
一个历史性时刻，大家一起见证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另一
个里程碑。驻港国安公署将成为特区政
府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上的重要伙伴。
香港特区国安委将尽快与驻港国安公署

建立协调机制，特区政府有关机构也将在
工作层面与驻港国安公署建立协作机制，
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她和特区政
府都期待与驻港国安公署通力合作，各司
其职，竭尽所能地执行香港国安法，履行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也让香港
维持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骆惠宁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安法
公布实施，开启了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
转折。设立驻港国安公署，是中央政府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根本责任的重大举
措。国家安全本属中央事权，中央有权
力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国
家安全。基于对香港特区的充分信任，
中央授权特区管辖绝大部分案件。中央
之所以保留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害国
安案件的管辖权，旨在为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守住底线。骆惠宁强调，驻港国安
公署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在香港
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

不会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郑雁雄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机构，驻港
国安公署将坚决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职责，行使相关权力。驻港国
安公署将依法加强与香港中联办、外交
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的工作联
系和工作协同，依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有关机关建立协
调、协作机制。驻港国安公署也将严格
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侵害任
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九条，驻港
国安公署的职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
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
议；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收集分析
国家安全情报信息；依法办理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案件。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在香港揭牌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8日
发表声明表示，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

“香港国安法”）有关规定，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以下
简称“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于今日成立。我们对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的成立表示热烈
祝贺，并将全力支持和配合
其履行职责。

声明表示，驻港国家安
全公署是中央人民政府派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机构，担负着监督、指
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在特定情
形下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等重要职责，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国务院港
澳办坚决支持和配合驻港
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职
责，与日前成立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及其他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机构各司其职，通
力协作，有效防范、制止、惩
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
行为，充分保障广大香港居
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希望
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力支持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及其他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的工作，共同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的
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

国务院港澳办：

坚决支持和配合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履职尽责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8日宣布，定于2020年11月5日起发行
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新版5元纸币
在保持现行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主图案、主色
调等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优化了票面结构层次与
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至此，第五套人民币
本次提升工作宣告完成。

新版5元纸币正面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光彩
光变面额数字“5”，左下角和右上角局部图案调
整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左侧增
加装饰纹样，调整面额数字白水印的位置，调整左
侧花卉水印、左侧横号码、中部装饰团花、右侧毛
泽东头像的样式。取消中部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
和右侧凹印手感线。

新版5元纸币背面左上角和右下角局部图案
调整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调整
主景、面额数字的样式，票面年号改为“2020年”。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新版5元纸币的防
伪技术和印制质量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提升，应用
的防伪技术更加先进，布局更加合理；钞票纸强度
显著提高，流通寿命更长；纸币两面采用抗脏污保
护涂层，整洁度明显改善。新版5元纸币发行后，
与同面额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

为提升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人民银行于
2015年11月发行了新版100元纸币，2019年8
月发行了新版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
元、5角、1角硬币。根据人民币提升工作总体安
排，人民银行决定发行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
元纸币，以提升人民币整体设计水平和防伪能力，
保持第五套人民币系列化。

新版5元纸币来了
第五套人民币本次提升宣告完成

新版5元纸币票样。 新华社发

新华社武汉7月8日电（记者李
思远 乐文婉）8日10时，长江干流黄
石港站水位达到24.51米，超过警戒
水位0.01米。至此，长江干流监利以
下江段全线超过警戒水位。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
干流水位持续上涨。5日5时莲花塘
站突破警戒水位，此后干流站点监利
站、九江站、南京站陆续突破警戒水
位。7日，汉口、码头镇、安庆分别于
当日7时、12时、13时达到警戒水位
27.3米、21.5米、16.7米，当时长江中
下游监利以下江段只剩黄石港站未
达到警戒水位。目前，长江中下游干
流监利以下江段各站日涨幅约0.1米
至0.5米。截至8日8时，最大超警幅
度在九江站，超警约1米。

长江水利委员会预计，未来几
日，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将有强降
雨维持，干流水位仍将继续上涨，最
大超警戒幅度在1米至1.5米左右。

长江委提醒，超警意味着所在
江段有可能出现堤防险情，沿江各
地各部门务必做好巡堤查险工作。
另据气象部门预测，8日至10日，
长江中下游有持续强降雨，强度为
暴雨到大暴雨，陆水及两湖水系大

部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在100毫米至
15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至200
毫米；10日至14日，长江流域自西
向东有一次移动性的强降雨过程，
长江干流一线过程累积雨量100毫
米至150毫米。

长江中下游监利以下江段全线超警

7月8日，在景德镇市瓷都大道，救援人员用橡皮艇转移受困群众。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外交部：

中方决定对在涉藏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针对美方近日宣
布实施“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称将对中国
政府及相关官员采取签证限制措施一事，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8日说，中方对有关举措表示坚决
反对。针对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藏
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敦促美
方立即停止借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
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交
流与合作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赵立坚说，关于美方所谓的“2018年对等进
入西藏法案”，中方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西藏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奉行对外开放政策。西藏是开放的西
藏，从未作出限制外国人进藏的规定。”赵立坚表
示，西藏每年都要接待大量外国游客和各界人
士。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18年，西藏方面
就已经接待进行公务、旅游、商务等活动的外国朋
友近17.6万人次，其中游客近17.5万人次、外交
官约500人次、记者343人次。

他说，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
因素，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了一
定的管理和保护措施，这完全必要，无可非议。中
方欢迎更多外国人士到中国西藏地区访问、旅游、
经商，这一政策不会改变，但前提是必须遵守中国
的法律和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