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生茂
高技术发展公司等14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12
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7,960.97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
人主要分布在海口、洋浦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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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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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资产包明细
表”或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刘先生、高女士、曹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667384；0898-68560463；0898-68536310
电子邮件：liuxiaodan@cinda.com.cn

gaoyirong@cinda.com.cn
caode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1-8号信恒大厦
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
0898-6866648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yanxiaoyan@cinda.com.cn；linjin@cinda.com.cn

资产包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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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海南生茂高技术发
展公司

海南睿丰光纤光缆
有限公司

海南欣源贸易有限
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
限公司

海口宏达印刷有限
公司
海南金牛膜料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城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埔制药有限
公司
海口民宝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佳运通汽车发
展有限公司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
公司

海南商道实业有限
公司
东方市华夏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

资产
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
在地

海口市

洋浦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临高县

定安县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东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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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金额
（万元）

8016.04

908.46

811.73

2037.9

1043.98

4029.9

315.47

652.14

887.75

2524.71

1781.49

2292.99

862.94

1795.47

行业

其他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批发业

纺织服装、服饰
业

印刷和记录媒
介复制业

批发业

房地产业

医药制造业

零售业

房地产业

零售业

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

批发业

批发业

抵押和担保情况

抵押物为海南生茂房地产开发公
司名下位于琼山五岳管区尚导经
济社的55073.33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
年作出撤销原琼山市人民政府收
地决定的行政判决，土地使用权仍
归担保人海南生茂房地产公司享
有）。

抵押物已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中国
工商银行海口市义龙路支行。

保证人海南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四川龙泉渡假村、布鲁斯
（成都）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布
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海南太阳房地产（香港）有
限公司；王娟
保证人海南金牛药瓶开发有限公
司；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符耀彩、王和权、冼善庆、刘
志俊、黄良胤、海南省临高城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高县城乡房
地产开发公司）

信用贷款

抵押物已由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拍卖并过户给买受人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其
名下位于海口市南沙路的土地及
地面附属物（土地证号：海口市国
用（2003）字 第 006519、006520
号）为主债权设定抵押，并办理了
抵押登记。但2018年9月5日，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琼
民终4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工
行海口市国贸支行对前述抵押物
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保证人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中
财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深圳
市三九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公司以其名下
位于海口市南沙路25号的土地及
地面附属物（土地证号：海口市国
用籍字第Q17-13号）为主债权设
定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保证人张春田、刘成英、殷志海、高
永英

抵押物已拍卖抵偿给工行

其他情况

已经法院判决生效，中
国信达海南分公司对
该债权项下的抵押物
享有优先受偿权，具体
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
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具体债权金
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讣告
中共党员，副厅级离休干部，原海南储备物资管理

处党委书记张守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月

18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5岁。

兹定于2021年1月21日上午9时，在海口殡仪馆

举行遗体送别仪式，凡有关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函，敬

献花圈者，请与海南储备物资管理处办公室联系，联系

电话0898－86720939。

特此讣告

海南储备物资管理处办公室

2021年1月18日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2022
年度印刷耗材项目中标公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2022年度印刷耗材项目（项目

编号：HNRBYSC-2020-02）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
结果如下：

第一中标人：上海喜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人：镇江润洋印材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20日，如对

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采
购委员会提出质疑。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孔小姐0898-66810307

《文昌市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
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
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文昌市文清大道文汇花园集中办公区二楼。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
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
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建设单位：文昌市水务局；邮箱：shuiwujv@126.com；地址：海南
省文昌市文清大道文汇花园集中办公区二楼；电话：13976741750。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1.18~2021.1.29。

文昌市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秀广场项目位于海秀中路50号，现拟对项目公寓楼5-19层
增加空调设备隔板，经济技术指标不变。经审查，该变更方案符合
规划相关技术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月20
日至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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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秀广场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44号

海南长宜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77947号宗地被规划道路及绿化带占用15669.67平方米。为解
决规划道路及绿化带占用土地补偿问题，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
局拟对其规划道路和绿化带占用的土地按评估总价值量以容积率
补偿方式予以补偿，并按简易程序开展滨江新城片区QS0341017
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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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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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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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
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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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及城市设计》QS034101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资规详规〔202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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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冼弘臻

1月18日上午，冬日的阳光暖暖地
投射进屋子里，尚南堂海南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郗志强在该公司海口
运营中心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采
访，他将最近阅读的《价值》一书在办
公桌上挪了挪，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

“这本书我一共买了4本，分别
送给我的三位投资伙伴。前段时间，
我们在企业战略问题上有一些不同
看法。”郗志强说，这本书给出的答
案，是要坚持一种长期主义的价值投
资，他希望自己的投资伙伴可以和自
己一样，认同这个投资逻辑。

郗志强的投资标的，是一片在他
眼里具有非同寻常价值的“叶子”——
海南特有茶叶鹧鸪茶。

“这五年来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
做好这片‘叶子’。”郗志强说，创业的过
程，是从0到1，再从1到100，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过程。创业离不开创新，但
是，如果从价值投资逻辑出发，企业要
坚持做长期投资，和时间做朋友。

回顾这5年，尚南堂从在万宁开
设的第一间不到700平方米的鹧鸪
茶厂房，扩容到今年即将新设一个
6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尚南
堂品牌认知度不断提高，从海南“老
爸茶”的“标配茶”，到连续两次“飞
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为宴请国
内外宾客的高级茶礼；鹧鸪茶的产
业规模不断集聚成势，从2016年全
省仅7家鹧鸪茶企业到如今将近100
家……

为了让消费者的舌尖体验更丰
富，尚南堂还自我掀起一场“口腔革
命”，不断在“饮”字上下足功夫：让味
道“霸道”的鹧鸪茶和青柠、小青柑、
各种热带水果、山兰酒等尝试结合，
通过开发“即饮”“轻饮”“品饮”系列
产品，从“舌尖”倒逼“田间”的标准化
产业升级。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为了这
片‘叶子’，5年花了一千多万元进行
产品研发，这值得吗？”郗志强说，答案
当然是值得的。他不仅坚持以长期
主义的价值投资做产品，也以长期主
义的目光看待鹧鸪茶产业的发展。

“举个例子，在浙江省安吉镇，一
个小镇的茶叶产值达到将近30亿
元。海南的鹧鸪茶产业才刚刚起步，
发展空间很大。”郗志强说，自去年6
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公布以来，海南面向全球火热招
商，站在自贸港的舞台上，我们面对
的是全球的“聚光灯”，只要把这片

“叶子”做好，将吸引全球消费者和投
资者的目光。

席间，郗志强还和记者分享了一
个小故事：他每次将自家的鹧鸪茶产
品送给外地的朋友，都能收获点赞。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朋友告诉
他：“这一片茶叶所承载的就是海南
的好生态。”

郗志强说，创业者不仅要坚持
“长期主义”，头上还要长“触角”，所
以他喜欢不断阅读、思考，并十分关
注一些时事新闻和国家政策。“今年
是‘十四五’规划第一年，我看新闻上
说，我们将把保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作为海南的‘国之大者’。的确，保
护好海南的生态，以长期发展的眼光
来发展产业，就是保护好海南农产品

的核心价值。”
省两会召开在即，郗志强希望会

议能更多关注海南特色农业，以发展
鹧鸪茶特色农业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我们今年将在万宁启动

‘鹧鸪茶产业千人星火计划’，培养更

多人才加入鹧鸪茶产业，年前还将在
海口骑楼老街开设一个三层楼的万
宁鹧鸪茶体验馆。我们不仅要让岛
内的街坊爱上这个味道，还要向全球
游客分享海南好生态的产物——鹧
鸪茶。”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尚南堂海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郗志强：

鹧鸪小“叶”曲 泡出大“茗”堂

尚南堂总裁郗志强推介鹧鸪茶产品。 （受访者供图）

两会心声·

受贿2600余万元

海口城投公司
原董事长获刑14年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天石 马润娇）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梅某鸣
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
益，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一案进行一审判决，以受
贿罪判处被告人梅某鸣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250万元。对梅某鸣退缴赃款予以没收，
并上缴国库。

经庭审查明，2017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
梅某鸣在先后担任三亚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及海口城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
用职务便利为陈某某、曾某某承揽工程项目提
供帮助，收受二人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 2600
余万元。

鉴于被告人梅某鸣在涉嫌受贿被留置调查阶
段，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且于
到案后将受贿所得赃款全部退出，并自愿认罪认
罚，主动缴纳罚金200万元，并表示尽快缴纳剩余
罚金。由此，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该案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该案已生效
并移送执行。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邢君怡 蒋升）1月19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
2020年以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开
展“云剑-2020”命案积案攻坚行
动，破案和追逃任务分别完成公安
部下达目标的265.6%和447.6%，总
体任务完成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公
安部为此发来贺电。同时，全省发
生现行命案同比下降28.2%，为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最低；现行命案破

案率100%，居全国并列第一。
在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的领

导下，省公安厅全面落实公安部工作
部署，把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作为践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的重要抓手，集中优势资源，多次组织
召开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攻坚行动专题
研究会，有针对性的调整部署和技战
法，同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及时总结
全省各地好的经验做法，为攻坚行动
提供根本保证。

自 2020 年 6月起，省公安厅统
筹指挥，先后开展了三轮调度工
作。第一阶段全覆盖分时段，逐个
市县、逐个案件进行面对面调度；第
二阶段以追逃为重点，邀请公安部
专家，协调全国资源协助开展分析
研判调度；第三阶段“集中优势警
力、战果双向计分”统筹调度海口、
昌江、琼中等市县警力进驻到澄迈、
乐东等地，与属地组成联合专案组，
向积压命案发起最后冲刺，充分集

中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力量，逐案研
究会诊，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明确各
地发力点和切入点，强力推进全省
攻坚行动。

行动期间，省公安厅联合全省各
地攻坚力量，牢牢把握五个“紧抓”：
紧抓追逃研判，紧抓物证比对，紧抓
劝投悬赏，紧抓扩线经营，紧抓扫黑
深挖，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役
为牵引，深挖黑恶犯罪线索，积极协
调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安徽等外

省市区公安机关和互联网企业力量
协助开展研判核查，全面发挥“新媒
体+传统媒体”双管齐下宣传作用，
多措施多点位开展工作，攻坚节奏不
乱，力度逐渐加强，实现行动全年开
花，多点开花，越开越繁。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全省公安机关将紧紧围绕“控发
案、多破案”目标任务，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对未破命案积案再发
力、再起航，力争取得更大成绩。

2020全国“最美基层民警”评选揭晓

我省民警王小双获提名奖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蒋

升）1月18日，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共同举办
的“闪亮的名字 2020最美基层民警”评选活动揭
晓，海南省临高县公安局和舍派出所负责人王小
双获评2020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是全省
公安系统中唯一的入选人。

据了解，2020 年 10月，中央宣传部、公安
部联合部署开展了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学习
宣传活动，经过 3 个多月的逐级推荐和层层
遴选，在全国37名候选人中推选出20名全国

“最美基层民警”、17名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提名奖。

王小双，男，198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一
级警司，2012年参加公安工作，从警8年间，王小
双运用科技手段，由个案破系列，于线索端链条，
逐渐形成了破案的现代化、科技化“技战法”，交出
了一串亮眼的破案成绩单。他主侦的“6·12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公安部工作专项办评选为第
二批“十大精品案件”。因工作成绩突出，2018
年，王小双荣立个人二等功，同年获“全省优秀人
民警察”荣誉称号。

去年我省现行命案破案率达100%
居全国并列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