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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贷款催收公告
我行现对下列尚未清偿我行贷款本息的债务人进行催收，请有关债务人积极筹措资金，向我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经理，联系电话：0898-68623339，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94号福昌大厦三楼，邮编：5703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二○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借款人
李亚东
张伟雄
张海军
左建文
林奕抛
赖秀英
王少侠
杨勇
陈济绵
曾仕玲
谈井泉
曾光成

身份证号
46010061****001

3502511969****7030
46010065****065

4601001966****061X
46010064****183

4600291977****0426
4600241971****1012
4600211973****0031
4600221964****0739
44140278****154

4324011960****301X
46010056****06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53,000.00
98,666.68
256,035.28
1,728,437.50
444,800.00
153,770.86
65,464.98
62,773.42
43,694.30

1,070,089.38
1,424,558.73
1,070,089.38

欠息（元）
52,069.65
7,774.43
6,969.11
148,912.81
29,396.46
17,730.24
12,169.14
10,420.21
9,951.25
276,979.50
458,731.43
271,924.22

本息合计（元）
105,069.65
106,441.11
263,004.39

1,877,350.31
474,196.46
171,501.1
77,634.12
73,193.63
53,645.55

1,347,068.88
1,883,290.16
1,342,013.6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
海口市海湾工艺品厂
海口市干部招待所
海口市被服厂
山西榆次装潢公司
海南商业集团公司
海口市制锁厂
海口市南岛厂
惠阳京粤大亚湾科技开发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42,000.00
14,491.00
8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70,000.00
100,000.00

5,000,000.00

欠息（元）
91,555.29
263,026.58

-
-
-
-
-
-

本息合计（元）
133,555.29
277,517.58
8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70,000.00
100,000.00

5,000,000.00

海口中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龙华区坡博
坡巷棚改片区C-7-6地块住宅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棚
改片区坡巷路, 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坡博坡巷棚改
片区C-7-6地块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奖励容积率的申请的复
函》（海住建施[2020]830号），对该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部分进行面
积奖励，经核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123131.76m2，计容面积不变，
仍为88348.62m2，装配式奖励面积2772.38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月14日至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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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棚改片区C-7-6地块
住宅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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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对韩荣光（身份证号：460102198107161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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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20170515004941-001、DY20170515004941-003
的投保单和保险单、编号: DY20170515004941的授信协议及编
号：DY20170515004941、DY20170921007463的《借款合同》）及其
担保权益（对应编号：DY20170515004941《最高额抵押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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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4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惠侨琼宇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琼海市彬村
山华侨经济区，用地面积为9667.43平方米（约14.5亩），公司现申报
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申报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22807.02m2（计容建筑面积 17387.26m2），容积率 1.8，建筑密度
35%，绿地率30%。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月14日至1月22日）。2.公示
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
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
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3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彬村山归侨街区项目建筑方案设计的公示

海南省河南商会换届公告
2021年1月7日，海南省河南商会举行第四届会员代表大

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
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四届商会理事会、监事会组成名单，荣誉

会长名单。景柱、崔学云为商会荣誉会长。经四届一次理事会和
四届一次监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杨坤为第四届商会会长；王建军为监事长；戴杰、李海彬、
王树党、朱新峰为商会常务副会长；陈艳廷、丁其方、高艳萍、
郭峰、刘安、刘恒昌、刘振永、刘智德、吕伟航、王松庆、王喜欢、
魏传奇、杨燕青、周帮龙、祝向荣为商会副会长；王红定为商会秘
书长。陈增印、崔宏洲、段锁锋、高岩、何方、黄翔、孔伟涛、李东
旭、刘恒达、马红旗、庞永涛、任工厂、沈冲、史豫新、孙利平、谭艳
峰、万建军、王洋、王金伟、王领、王允、万中博、徐良、闫相云、杨尚
起、臧克、张杰、张永辉、张雪芳、周文军为商会理事（以上均按姓
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当选会长杨坤发表了就职演讲，欢迎在琼豫籍企业家加入商
会，共同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大展宏图。

海南省河南商会
2021年1月14日

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1HN0007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蓝天路、海港路、文华东路13项

房产进行分别招租，具体见下表：

租赁期限为4年，采用网络竞价方式确定承租方，以成交价作
为第一年月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年租金基础上递增3%。

公告期：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27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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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
施女士、65237542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号窗口，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14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房产名称

海口市蓝天路37号三层综合楼
海口市蓝天路37号六层综合楼
海口市海港路10号三层综合楼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3A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3B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3C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3D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4A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4B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4C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4D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5A号
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5B号

面积
(m2)
981

4200
733

176.6
176.6
176.6
176.6
176.6
176.6
176.6
176.6
176.6
176.6

首年月租金
（元）
27468

151200
13194
4415
4415
4415
4415
4415
4415
4415
4415
4415
4415

竞租保证金
（万元）

10
55
5
2
2
2
2
2
2
2
2
2
2

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记者徐
剑梅 邓仙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
12日致信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
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总
统职务。当日晚些时候，众议院依然正
式通过决议，敦促彭斯采取行动。美国
国会众议院预期13日将对弹劾案举行
全体投票。

彭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这一行动
不符合美国最大利益，也有违宪法。”他
说，宪法第25条修正案只适用于总统失
去行为能力或残疾而无法履行职责的情
况，在目前条件下罢免特朗普将“开创一
个可怕的先例”。据悉，此前一天，彭斯
曾与特朗普会晤。

当天早些时候，国会众议院公布了
准备付诸表决的弹劾案最终版本，弹劾
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要求对其
进行“弹劾和审判，并免除其总统职务，
取消其拥有的相关荣誉、信用和有酬职
位资格”。

综合美媒报道，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
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劾案所需简单
多数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决定不劝说
本党议员对弹劾案投反对票，目前至少3
名共和党众议员已公开表态支持弹劾案。

多家美媒12日援引国会参议院多
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助手的话报
道说，麦康奈尔对众议院推动弹劾感到
高兴，认为特朗普犯下了可以被弹劾的

罪行，弹劾有助于使共和党摆脱特朗普。
12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飞往得克

萨斯州视察部分建成的美墨边境墙时宣
称：“人们认为我发表的讲话完全恰当”，
弹劾是对他“执政以来最大规模政治迫
害的延续”，“正在引起巨大愤怒”。

虽然距离1月20日新总统就职典礼
还有一周多，但华盛顿特区和多州首府，
特别是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佐治亚州
均加强了安保措施，上述三个州都是拜登
在2020年大选中赢得的关键摇摆州。

12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备
忘录谴责国会山骚乱事件，“提醒”全体美
军捍卫宪法，拒绝极端主义。据报道，联
邦执法部门正在追捕的150多名国会山

骚乱嫌疑人中可能包括退伍和现役军人。
连日来，推特和脸书等美国社交媒

体公司清除了大量宣传暴力抗议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账号。

1月6日，部分支持特朗普推翻总统
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
厦，打断参众两院认证选举人团投票过
程。骚乱共造成5人死亡。在国会山骚
乱前，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各
地支持者赴华盛顿抗议，并在6日早些
时候在白宫外的示威集会上发表讲话。

依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负责提出弹
劾案，参议院负责弹劾案审理。如三分
之二国会参议员支持弹劾，特朗普将被
定罪。

不肯罢免?那就弹劾！
彭斯拒绝罢免特朗普，美国会众议院将就弹劾案投票

朝鲜劳动党八大释放多重信号

关于朝韩关系，金正恩在八大报告
中阐述了朝鲜发展对韩关系的原则性立
场，即一致中止对对方的敌对行为，认真
对待并履行朝韩间签署的宣言。报告说，
能否重新恢复和搞活朝韩关系完全取
决于韩国的态度。根据韩国当局的态度，
朝韩关系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和平
与繁荣的新起点，这是朝鲜人民的愿望。

郑继永说，由于韩方始终未能提
出令朝鲜满意的对朝政策，并且韩方

在改善朝美关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也
一直受到诸多限制，因此朝鲜对此表
达了失望。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朝
鲜继续对韩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

吕超认为，朝鲜在针对韩国发出
强硬表态的同时也透露出愿意改善关
系的和平信息。韩国文在寅政府对朝
政策的推进情况以及美国对此的干预
程度将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

另外，金正恩在八大报告中对朝中

关系的发展予以充分肯定，表示朝鲜劳
动党对源远流长而特殊的朝中关系发
展予以首要关注，按照新世纪要求发展
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谱写以社会主义为
核心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郑继永说，朝鲜着重强调了朝中
传统友好关系，高度评价两党、两国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新华社平壤1月 13日电 记者
江亚平 洪可润）

改变朝美敌对状态从而实现国家
外部环境的整体好转是朝鲜当前的首
要课题。金正恩在本次会议上谈到对
美关系时表示，建立全新朝美关系的
关键是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但他
也表示，美国无论由谁掌权都不会改
变对朝政策的本质。

金正恩还谈到增强国家核战争遏
制力和自卫国防力量斗争中所取得的

成就，并指出，完成国家核力量建设是
在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征程中必须
首先攻占的“战略性制高点”，为维护
国家生存和自主发展要“马不停蹄地
强力推进早已开启的核力量建设”。

郑继永认为，朝鲜希望展示自身
军事实力，提升战略威慑作用，为后续
可能的与美谈判增加更多筹码。吕超
也认为，朝鲜重提发展核武器意在对

美喊话，迫使美国新政府重回与朝接
触政策。

但吕超也指出，如果朝鲜的核武
规划真的付诸实施，将使朝鲜半岛和
东北亚局势趋向紧张、复杂。他认为，
相关各国应密切合作，特别是应当呼
吁美国政府尽快拿出诚意来与朝鲜接
触，就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问题进
行有实效的会谈。

重振经济自力更生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点是提出新的五
年计划发展目标。此次会议上被推举为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金正恩在八大报告
中指出，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发展的中心环
节，搞活整个国民经济，奠定改善人民生
活的牢固平台，是新的五年计划的总方向。

报告指出，新的五年计划的基本点
依然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同时推动对
外经济活动，以补充和增强自力更生基础
上的经济发展。新五年计划要创造人民
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实质性变化和革新。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会议开幕
讲话中承认，朝鲜在“几乎所有领域”都
未能达到2016至2020国家经济发展
五年计划设定的目标。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
继永说，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和国际制
裁难以解除的情况下，朝鲜试图通过调
整现行经济政策来摆脱经济窘境。辽
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
专家吕超认为，朝鲜表明了即使面对美
国封锁朝鲜经济也能继续发展的决心。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还重点讨论了关
于健全新的党内纪监体系的议程。有
分析认为，加强党纪可以加强团结，帮
助国家克服困难。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13日报
道，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12日在平壤闭幕。这次为期8天
的大会全面总结了朝鲜劳动党第
七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提出了新
五年计划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内
政外交重要任务，被朝中社称为
是“争取朝鲜式社会主义事业全
面发展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政治
事件”。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议
释放出多方面重要信号。

1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统府，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接种新冠疫苗。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13日上午在雅加达总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

尔来福新冠疫苗，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新华社发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加拿大一名女子自作聪明，在宵
禁时间用绳子牵着丈夫外出，称“正在
遛狗”，以为这样能规避防疫限制，结
果遭罚款。

英国广播公司12日援引当地媒
体消息报道，这对夫妻住在魁北克省
舍布鲁克，9日违反为遏制新冠疫情
实施的宵禁规定外出，当晚9时左右
被警察逮个正着。这名妻子一本正经
地告诉警察，她在“遛自己的狗”。

警察伊莎贝尔·让德龙说，这对夫

妻丝毫不配合警察工作，分别被处以
1546加元（约合7877元人民币）罚款。

为防止新冠疫情恶化，魁北克省
自9日开始实行宵禁，禁止晚8时至
次日清晨5时非必要外出，但可在这
一时段在家附近遛狗。

宵禁实施第一个周末，当地警方
就针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开出750张罚
单。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勒戈11
日呼吁居民遵守防疫规定。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躲宵禁 加拿大女子牵绳“遛丈夫”遭罚款

12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和300
多段葡萄藤12日告别国际空间站，启
程返回地球。

美联社报道，这些葡萄酒和葡萄
藤通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

“龙”飞船返回地球，飞船预计13日夜
间坠落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为确保
返航途中不破损，每瓶葡萄酒都装在
一个钢筒内。

卢森堡“太空货物无限”公司发起

这个项目，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
3月分别将这些葡萄酒和葡萄藤送到
国际空间站。在空间站期间，这批葡
萄酒均未开瓶。

这家新创企业计划2月底在波尔
多组织品酒会，开一两瓶酒供专家和
评酒师品评。之后数月将对这批葡萄
酒进行化学检测，探索太空环境如何
影响葡萄酒沉淀物和气泡形成。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告别空间站 12瓶葡萄酒启程回地球

新华社马尼拉1月13日电（记者
袁梦晨 杨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13日发布消息说，一艘货船当天在菲
律宾以东海域突发严重故障，经多方
联系协调，包括14名中国籍船员在内
的全部船员均已获救。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13日上
午，“永丰”号货船在菲律宾以东约
400海里处发生严重故障，船体失火、
货舱进水，船上共有包括14名中国籍
船员在内的22名船员。

获悉情况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迅速核实并确认船只确切位置，与菲
律宾外交部、海岸警卫队等部门取得
联系。使馆也与船长直接联系，了解
船上最新情况，安抚船员情绪，做好相
关应急协助准备。

经各方密集联系协调，全部船员
于当天中午被赶往救援的船只救起，
所有船员平安无碍。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将继
续密切跟踪后续情况，积极提供必要
协助，确保获救船员早日平安回家。

一货船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遇故障

14名中国船员获救

对美示强以促谈判

对韩关系有硬有软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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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这张朝中社1月13日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2日会议的现场。 新华社/朝中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