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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上述拟转让的资产为法院裁定的抵债资产，有法院下达的裁
定书。

二、交易条件
要求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权益所

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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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期限
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为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2

月4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
在本公告期限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朱先生：0898-66734399 唐小姐：0898—66702447
六、受理排斥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及举报电话：
陈劲：0898-66774868，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11月9日

序号
1
2

资产类型
琼海市会山镇九架渗农场的10877660.8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种植的741037.46平方米的槟榔树
琼海市嘉积镇锦绣山庄南侧商铺1、2、3、9、11号房及上述房产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类型
土地使用权及附作物
房产及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权益类型
抵债裁定（2018（琼）96执90号之十六）
抵债裁定（2018（琼）96执90号之十五）

备注
未办理变更过户
未办理变更过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拥有的琼海市会山镇九架渗农场10877660.8平方米的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种植的741037.46平米的槟榔树、琼海市嘉积镇锦绣山庄南侧1、2、3、9、11号商铺及对应土地使用权等相关抵债资产权
益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一、转让标的资产情况 瑞丰国际新城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富康路北侧。项目于2020年6

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1栋地上11层，地下1层商业、办公楼，
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建筑单体平面、层高及局部尺寸微调。该项目采用
装配式建筑建造，经海口市住建局组织评审认定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
筑评价标准》，建议给予不超过地上建筑面积的3%进行容积率奖励，拟
奖励建筑面积1330.56m2。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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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至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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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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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9日

海资规〔2020〕14798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瑞丰国际新城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

由我司对以下涉案财产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洋浦
经济开发区开源大道西侧，证号为洋浦房地产证字第T00136号，土
地面积60000m2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参考价：1744.2万元，竞买保
证金：175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0年11
月24日11:00。2、拍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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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20年11月23日17:00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5、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11月
23日17: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天悦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账号：
46001002336050001935。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9701
拍1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①拍卖标
的物有优先竞买权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竞买权人享有优先竞买
权；②按现状净价拍卖，产权变更过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一切税费
均由买受人承担，相关税费情况由竞买人自行了解；③标的物未实
现“三通一平”，可能存在被政府收回的风险，具体情况由竞买人自
行到相关部门了解；④拍卖成交款自成交之日起7日内支付至指定
账户；⑤2020年11月6日在《海南日报》A15版刊登的海南天悦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1106-2期）；如内容与本公告内容有不符
的，以此拍卖公告为准。网址：www.hntianyue.com；拍卖机构电
话：68555961 18508955059；委托方监督电话：288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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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欧领导人
就未来关系谈判通电话

新华社伦敦11月7日电（记者王慧慧 李骥
志）英国首相约翰逊7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通电话，讨论双方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
关系谈判最新进展，并决定下周在伦敦继续谈判。

根据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和冯德莱恩在社
交媒体上公布的内容，双方在通话中表示，尽管最
近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重
大分歧，涉及公平竞争和渔业问题等。

双方同意，英国和欧盟的谈判团队将于9日
开始在伦敦继续谈判，加倍努力以达成协议。

英国“脱欧”过渡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英国
和欧盟能否在过渡期内达成贸易协议备受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须在11月中旬前达成协议才
能确保有足够时间走完各自法律程序。

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随后进入为
期11个月的过渡期。若过渡期内英欧未达成贸
易协议，双方贸易自2021年起将回到世界贸易组
织框架下，重新实施边检和关税等安排。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在声
明中说，普京在电话中告诉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他4日
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领导人通电
话，讨论迅速停止敌对的选项以及政
治、外交解决途径。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说，埃尔多安
在通话中告诉普京，亚美尼亚必须从
纳卡地区撤离，亚美尼亚领导人“必
须被说服、坐到谈判桌前”。

土耳其外交部说，两国总统通话
以后，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
武什奥卢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纳卡局势。

作为阿塞拜疆的传统盟友，土耳
其多次表示将全力支持阿塞拜疆。
埃尔多安10月28日说，土耳其有意
邀请俄罗斯与土耳其共同化解纳卡
冲突。

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
久姆里设有军事基地，与亚美尼亚有
防务协定。担忧纳卡冲突范围扩大，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10
月31日请求俄罗斯给予安全协助，

获俄方应允。
就纳卡冲突，普京7日与法国总

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通电话。克里
姆林宫在声明中说，俄法领导人对纳
卡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以及来自叙
利亚、利比亚的武装人员卷入冲突表
达“严重关切”。普京告知马克龙俄
方为推动冲突双方停火、经由谈判化
解危机采取的举措。

俄法领导人再次表达继续斡旋
意向，包括经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明斯克小组。1992年，在俄罗斯倡
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
织前身）成立由12国组成的明斯克
小组，俄罗斯、美国、法国为共同主席
国。自此，纳卡问题不同级别谈判在
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但未取
得实质性进展。

纳卡地区新一轮冲突9月27日
爆发，导致包括平民的人员伤亡。阿
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0月 10日、17
日、25日分别达成三份停火协议，但
双方在协议生效不久后互指对方破
坏停火。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斡旋纳卡冲突 俄土、俄法领导人通电话

“埃塔”北上 古巴、美国严防
迄今确认造成数十人死亡

飓风“埃塔”3日在尼加拉瓜登
陆，一度减弱为热带低压，离开陆
地后又增强为热带风暴。古巴气
象部门预报，“埃塔”7日深夜可能
登陆古巴中部，风速可达每小时
90公里至 110公里，带来巨浪和强
降水。

古巴政府部门说，数十万古巴人7

日疏散转移，农民将牲畜赶往安全地
点，抢收农作物。气象部门预报，“埃
塔”将给古巴带来超过300毫米降雨，
可能在多地诱发洪水。受“埃塔”外围
云层影响，古巴东部降雨量已经累积95
毫米。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预报，“埃
塔”将在8日晚些时候接近美国佛罗

里达群岛或佛罗里达半岛南部，部分
区域面临洪水威胁。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
斯7日宣布州内8个县进入紧急状
态，敦促居民储备必要物资。佛罗
里达南部一些港口关闭，迈阿密市、
佛罗里达群岛开放避难所，安置避
难居民。

“埃塔”重创沿途多国，巴拿马、哥
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
马拉等中美洲多国和墨西哥都报告人
员死亡。路透社报道，各国迄今确认
超过65人死亡，遇难人数仍在增加。

巴拿马政府确认“埃塔”致死17
人，尼加拉瓜2名矿工遇难，哥斯达黎
加南部滑坡致死2人，萨尔瓦多1人
死亡，洪都拉斯报告25人死亡、2人

失踪。危地马拉一处偏远村庄遭泥石
流“吞噬”，估计大约100人遭掩埋。

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政府官员7
日确认，至少20人死于“埃塔”带来的
洪水或其他灾害，其中10具遗体在一
条河中发现。恰帕斯州大约150人因

“埃塔”失踪，早前报道说他们被洪水
卷走。

受暴雨影响，恰帕斯州5条河流

决堤，洪水波及3个镇。强降水诱发
的滑坡导致恰帕斯州至少20处道路
封堵。

“埃塔”是数年来袭击中美洲的最
强风暴之一。1998年，飓风“米奇”袭
击中美洲地区，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
流，致使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地超
过1万人死亡。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就美国制裁黎巴嫩总统米歇
尔·奥恩的女婿、政党“自由爱国运
动”领导人吉卜兰·巴西勒，奥恩7日
指示黎巴嫩政府向美方索要证据和
相关文件。

奥恩与巴西勒同属自由爱国运
动。美国政府6日把巴西勒列入制
裁“黑名单”，声称他贪腐并与黎巴
嫩真主党有关联。美国政府1997
年起把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
组织”。

黎巴嫩总统府7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文说，奥恩已经要求看守政
府外交部长沙尔贝勒·韦贝向美方
索取证据和文件，呈交黎巴嫩司法
机关“以采取必要法律措施”。

路透社报道，美方9月指认两名

黎政府前部长为黎巴嫩真主党提供
资金支持并制裁这两人后，奥恩向
黎政府官员作出类似指示。

巴西勒担任过黎巴嫩政府电信
部长、能源和水资源部长以及外
长。他在美方宣布制裁后发推文
说，制裁“吓不倒他”。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美方最新
制裁可能让黎巴嫩新总理萨阿德·
哈里里组建新一届政府的努力“复
杂化”。

黎巴嫩议会共有 128 席，自
由爱国运动和什叶派黎巴嫩真主
党等政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占据过
半议席。支持哈里里的党派包括
他所属的逊尼派政党未来阵线、
什叶派政党阿迈勒党和其他多个

政党。
多家媒体报道，哈里里面临多

重挑战，包括如何应对金融和债务
危机、新冠疫情和首都贝鲁特大爆
炸造成的影响。

黎巴嫩近年经济持续低迷，公
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因
拖欠巨额外债陷入1943年独立以
来最严重经济危机。贝鲁特大爆
炸和新冠疫情令黎巴嫩经济雪上
加霜。

一些国家曾经承诺向黎巴嫩提
供数亿美元援助，条件是黎巴嫩新
政府必须实行改革和打击腐败。由
于黎巴嫩组阁一再遇阻，这笔援助
迟迟没有兑现。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总统女婿受制裁

黎巴嫩欲向美方“讨说法”
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跌至历史

新低之际，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7日撤换中央银行行长。

埃尔多安签署总统令，撤销穆
拉特·乌伊萨尔的央行行长职务，
任命总统府战略和预算部门负责
人纳吉·阿巴尔接替。阿巴尔
2015年至2018年担任埃尔多安政
府财政部长。总统令没有提及撤
换行长的原因。

埃尔多安去年7月撤职时任央
行行长穆拉特·切廷卡亚，批评切廷
卡亚没能调低利率，任命时任央行
副行长乌伊萨尔接替。埃尔多安一
周前说，土耳其正向利率、汇率和通
货膨胀问题“开战”。

土耳其里拉今年初以来贬值将

近30%，汇率6日晚跌至历史新低，
为1美元兑换8.52土耳其里拉。土
耳其通货膨胀年率在两位百分数居
高不下，近期为11.89%。

土耳其央行9月将政策利率从
8.25%上调至10.25%，系2018年以
来首次调高政策利率，出乎投资者意
料。路透社报道，进一步调高利率有
助于提振土耳其里拉、抑制通货膨
胀，但土耳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
10月最近一次会议上决定保持政策
利率不变。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埃尔多安
可能施压新任央行行长阿巴尔调低
利率，以期助力土耳其经济从新冠
疫情冲击中恢复。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威胁

重创

为斡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的冲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7日分别与土耳其和法国领导人通电话。

里拉持续贬值

土耳其撤换央行行长

热带风暴“埃塔”7日向加勒比海东北方向移动，
逼近古巴。“埃塔”给中美洲带来强降水，引发洪水、滑
坡和泥石流，迄今确认致死数十人。

11月7日，在危地马拉一个村庄，一只搜救犬参与救援行动。 新华社发

在阿塞拜疆临近纳卡边境的塔塔尔地区，一名男子站在因冲突被毁的房屋废墟中。 新华社发

美国今年购枪申请
审查量创纪录

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
前10个月的枪械购买人背景审查量已高于1998
年有记录以来任何一年审查量。

主张控枪人士担心，似乎有大量美国人正在
“自我武装”，关联总统选举的紧张形势以及可能
触发的民众骚乱可能因此变得更“危险”。

今年1月到10月，联邦调查局累计受理大约
1650万份枪械及配件销售或转让的背景审查申
请，多于以往年份。先前最高纪录是2016年的
1490万份，后续几年基本都在下降，2019年联邦
调查局大概处理1230万份背景审查。

一名全国步枪协会发言人告诉CNN：“枪械
销量在不稳定时期走高，因为美国人知道他们的
安全最终掌握在自己手中。”主张控枪人士格外担
忧，今年枪支销量创新高会导致总统选举后可能
发生的暴力冲突升级。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澳粉钻矿永久关闭
粉钻价格预计大涨

所开采粉色钻石占全球粉钻开采量9成以上
的澳大利亚阿盖尔钻石矿本周将永久关闭。业内
人士预计这将推动粉钻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位于西澳大利亚金
伯利地区的阿盖尔钻石矿自1983年开始开采以
来，生产了超过8.25亿克拉各色毛坯钻石，其中
粉钻极为稀少，不到全部产量的0.01%。花15年
开采的粉色毛坯钻石仅能加工出装满一只细细香
槟酒杯的粉钻。

澳大利亚力拓矿业集团下属企业阿盖尔钻石
投资公司说，力拓决定关闭阿盖尔钻石矿是因为
那里已经用完了“经济可行的”钻石开采资源。

澳大利亚宝石专家奥利瓦尔·马森说，阿盖尔
出产的粉钻价格过去37年已经上涨5倍，预计会
进一步大幅上涨，因为“粉钻会成为稀有、令人向
往和奢华的终极”。

钻石的天然颜色常常来自其中含有的特定化
学元素，例如黄钻颜色来自其中的氮元素，蓝钻含
有硼，然而粉钻的颜色形成原因不同。科学家认
为，钻石呈现粉色是其晶格结构在极高温和超强
压力作用下发生扭曲的结果。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11月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在红场
参观以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为主题的露
天展览。当日，俄罗斯在红场举行露天展览，纪念
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 新华社发

俄罗斯举行
1941年红场阅兵式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