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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确定文昌市中心
城区迈号片区MH01-06地块（“文国土储（2015）-7号”储备地及周边
相邻地块）规划条件。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7月10日至2020年8月8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
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中心城区迈号片区
MH01-06地块（“文国土储（2015）-
7号”储备地及周边相邻地块）规划条
件论证及控制单元报告》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关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D03-08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修改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D03-08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进行修改。为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
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20年7月10日至7月30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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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
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和建
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5686626，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07月10日

为了提升海口市中小学生足球竞技水平，进一步推动海口市校
园足球普及和发展，海口市教育局决定组建海口市青少年校园足球
代表队。代表队建队选拔工作于7月6日结束，海口市中小学在校学
生累计630余人次参加了选拔训练，经过评估，陈奕棠等72名学生入
选。市校园足球代表队分为U10、U12、U15三个年龄组别，将从7月
10日起正式开始集中训练。

海口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代表队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指导下，
由海口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建设，并委托海口巴萨精英足球学院进行
专业训练。

附：海口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代表队入选名单
U10年龄组：
刘国彬 陈 凌 郑林松 沈环宇 林成琦 邹世杰 王佳侑
韦小宝 陈文海 王平智 刘炜晨 吴承烨 严伟中 胡 鑫

胡元祺 许任翔 许俊清 翟鸿屹 王 丰 陈俊宇 于斯为

蔡儒杰 符垂滢 陈彦宇 常宇鑫 李宗琮

U12年龄组：

吴 诚 周 畸 李万忠 田 军 范逢畔 许进顺 陈佳炫

王 维 陈勇超 尹子墨 王 耀 余欣睿 王子豪 曾德宸

王梓剑 陈炜航 许智铭 李坤钰 岑选棋 孙毅晨 刘德优

莫明晓 周锴鸣 洪枭桐

U15年龄组：

赵晨旭 符 崇 谢诗轩 刘子奇 曾庆钰 李其煊 羊兴邦

麦腾棠 李选豪 苏标友 刘皇镓 杨培华 吴广权 刘茂盛

王明毓 欧泽坊 梁正俨 陈垂文 杜经武 陈怀干 吴钟尉

王家泉 刘薰旺 梁其鸿

海口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代表队入选名单确定

股东会议通知
海南鑫正大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庄忠云、吴玉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及本公
司的实际情况，经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决定召开
临时股东会会议，现通知你准时参加会议，并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一、会议时间：2020年7月26日上午9点整；二、会议地点：
海口市国兴大道国瑞大厦B座1705室；三、会议主持人：公司执行
董事兼经理王永杰；四、会议议题：海南鑫正大投资有限公司营业
期限及公司住所变更。请你根据本通知准时出席会议，本人确不能
参加的，可委托他人参加本次会议；委托他人参加的，应出具授权
委托书，并有明确的授权范围和授权期限。本人不出席，也不委托
他人参加会议的，视为放弃参加本次会议的一切权利。

海南鑫正大投资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十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7月13日

0:00-6:00对海口市部分地区CDMA及LTE、NSA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海口农垦接入基站周边的CDMA及

LTE、NSA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6小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七月十日

上述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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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良好支付能
力；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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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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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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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之日起至2020年7月28日。

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
邮编：57010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

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7月2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债权名称
海南斯聪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美利金实业开发总公司
海南伟图农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200
36
250

利息
1163.55
223.56
1076.16

担保情况
海甸岛沿江四路锦艺别墅房产
海口市沿江五路别墅房产

当前资产状况
停止经营
停止经营
停止经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斯聪工贸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万元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于2020年 4月

17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其对陈云静（身份证号：460028198705056425）（以下
称“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方基于保险理赔而享有代位追偿
权，对应编号为:DY20170928000362- 001 的保险单及编号:
DY20170928000362 的授信协议、借款合同）及其担保权益合法转
让，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请求债务人支付理赔款、逾期保险费、滞纳金/违约金以及为
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等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的债权人和
担保权利人，债务人直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于 2020年 4月

15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其对吉景路（身份证号：460033199403020027）（以下
称“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方基于保险理赔而享有代位追偿权，
对应编号为:BDDY1903070000208451、BDDY1903070000393217、
BDDY1904090000502623的保险单及编号:DY20190304006427的
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借款合同001-003）及其担保权益合法转让，转
让方将其对债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请求
债务人支付理赔款、逾期保险费、滞纳金/违约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
其他费用等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
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债务人直接向受
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于2020年 4 月

15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其对吴闰芳（身份证号：622822198410043923）（以下称

“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方基于保险理赔而享有代位追偿权，对
应 编 号 为:DY20181225001216- 001、BDDY1909070001902399、
BDDY1911100002624327 的保险单及编号:DY20181225001216 的
个人贷款授信额度合同、借款合同001-003）及其担保权益合法转让，转
让方将其对债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请求
债务人支付理赔款、逾期保险费、滞纳金/违约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
的其他费用等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
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债务人直接向
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09地块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09地块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美苑

路东侧、省委办公区西侧（C0609地块），项目于2017年3月通过规

划许可，变更内容为：车位更正、增设室外泳池、调整垃圾收集点。

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建筑面积、容积率等规划指标调整。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 7月 10日至 7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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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0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文昌航天科普
中心“琼（2020）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30023号”用地的用地性质及规
划控制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7月10日至2020年8月8日）。2、公示
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
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琼（2020）
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30023号”用地规划
条件修改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俄远
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谢
尔盖·富尔加尔涉嫌组织一个犯罪团
伙谋杀商人，9日被拘留。

侦查委员会当天说，“调查发现，
富尔加尔是一起谋杀企业家未遂案
和多起谋杀企业家案的组织者”，侦
查委员会和联邦安全局的调查人员
依据已搜集到的证据将他拘留。

侦查委员会发布的视频显示，富
尔加尔在办公室被戴上手铐带走。
调查人员将很快对他提起指控并请

求法庭予以审前羁押。
侦查委员会说，拘留富尔加尔关

联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刑事案件的
调查。这一团伙涉嫌于2004年至
2005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阿
穆尔州多次谋杀和袭击商人。

一名执法部门人员告诉俄罗斯
塔斯社，富尔加尔涉嫌至少两起谋
杀案，这两起案件分别发生在2004
年和 2005年，各有一名商人死亡；
他还涉嫌一起谋杀一名企业家未遂
案。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告诉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富尔加尔已被押
往首都莫斯科。

富尔加尔的发言人在社交媒体
脸书上称，富尔加乌“正派、非常诚
实”，“我希望这件事不至于发展到指
控”。

富尔加尔现年50岁，俄罗斯自
由民主党成员，2018年 9月起担任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是俄罗斯面积第
四大行政区。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远东地区
一行政长官涉嫌谋杀案被拘留

美国副国务卿、朝鲜政策特别代
表斯蒂芬·比根9日与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新任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会面，
就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展
交换意见。这是徐薰7月初履新后
首次与比根面对面会谈。

比根7日抵达韩国，9日是他3天
访韩行程最后一天。韩联社报道，比
根与徐薰当天早晨在青瓦台会面70
分钟。按这家媒体说法，徐薰曾经为
促成美朝领导人新加坡首次会晤发挥
重要作用。

青瓦台在一份声明中说，徐薰“高
度赞赏”比根，敦促后者继续推动美朝
对话。比根强调重启美朝对话的重要
性，承诺与韩方保持密切合作。

两人当天还讨论韩美同盟相关议
题。青瓦台说，两人同意韩美双方应
早日完成驻韩美军费用分摊谈判。

比根8日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
交涉本部长李度勋会面，表达美方重
启美朝对话的意愿。李度勋当天在会
谈后说：“比根再次确认美方持灵活立
场，期待重启与朝方对话后达成一份
平衡的协议，同时承诺继续（推动）相
关努力。”

除徐薰和李度勋，比根访韩期间
还与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外交部
第一次官赵世暎会面。韩联社报道，

比根这次没有拜会韩国总统文在
寅。青瓦台一名官员经由电话告诉
韩联社记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
（比根与文在寅）会面”。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迄今3次会面。
两人 2018 年 6 月在新加坡首次会
晤，约定建立朝美新关系和持久稳
固的半岛和平机制、实现半岛无核
化等；去年 2 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会
晤，无果而终，朝美谈判随后停滞；
去年6月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板门
店会面，约定尽快重启政府间工作
磋商，至今没有进展。

比根访韩之际，朝鲜再次强调
无意与美方面对面对话，同时批评
韩国扮演“仲裁者”，要求韩方停止

“插手”。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权
正根7日经由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
谈话时说，就举行新一轮朝美首脑
会晤，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先前发表的谈话已经传达朝方立
场，朝方“再次明确提醒，我们无意
与美国人坐在一起”。

共同社报道，比根一行 9 日下
午大约 4 时离开首尔，前往日本东
京会晤日方官员。比根定于 10 日
返回美国。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美韩高官首会谈半岛局势
美副国务卿强调重启美朝对话的重要性

7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前左二）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前左三）会谈
后对媒体发言。 新华社/美联

韩国50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首破40%

韩国政府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韩国50
岁及以上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首次突
破40%。

《韩国先驱报》8日援引韩国行政安全部数据
报道，截至6月，韩国5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078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0.09%，比2010年 6月的
28.6%大幅提高。

颇受瞩目的是，韩国100岁及以上的登记人
口达到21134人，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根据联合国资料，高龄人口是指65岁及以上
的老人。当高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例达到
7%或更高，即进入“高龄化社会”；达到14%或更
高，即进入“高龄社会”；达到20%或更高，即进入

“超高龄社会”。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7月8日对国会众议
员、前法务大臣河井克行及其妻子、参议员河井案
里提起诉讼，理由是两人涉嫌选举贿赂。如果罪
名成立，两人均将失去议员职位。

这是2019年9月11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河
井克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日前法相因涉贿选受起诉

日本暴雨死亡人数升至65人
据新华社东京7月9日电（记者姜俏梅）日

本气象厅9日将目前以九州地区为中心的暴雨命
名为“令和2年7月暴雨”，并预测降雨至少持续
至12日。截至目前，这场暴雨已造成65人死亡，
1人心肺功能停止，16人失踪。

这场暴雨自7月3日开始，导致球磨川、筑后
川和大分川等多条河流泛滥，多地出现山体塌方
和大面积积水等灾情。九州地区熊本县受灾情况
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已升至59人。

据气象部门统计，3日至9日九州及近畿部分
地区降水量创下观测史上最高纪录。

新华社首尔7月10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韩联社10日凌晨援引
韩国警方的消息说，警方在首尔北岳
山一带发现了9日失踪的首尔市长朴
元淳的遗体。

报道说，9日夜间至10日凌晨在
北岳山一带搜寻的警察在北岳山肃靖
门附近发现了朴元淳遗体。死亡原因
有待进一步调查确定。

韩国警方和消防部门9日晚表
示，当天下午接到朴元淳失踪的报案，
随后全力展开搜寻工作。

据韩国媒体报道，朴元淳女儿9
日下午向警方报案说，朴元淳当天
留下类似遗言的话后离家，之后失
去联系，手机关机。根据警方和消
防部门发布的信息，朴元淳当天上
午离开位于首尔的住所，闭路电视
记录显示他经过首尔钟路区一处公
园，最后一次手机信号出现在下午3
时49分许。

首尔市政府方面的消息说，由于
近来身体不适，朴元淳取消了9日的
工作日程。

韩国警方证实
失踪首尔市长朴元淳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