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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1年 1月 29日 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上公开拍卖罚没机动车4辆、二手手机14

部。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1月28日17时前缴纳相应的竞买保

证金（车辆10000元/辆、摩托车1000元/辆、手机200元/部）在中拍

平台按要求进行注册并认真阅读《竞买须知》后报名参拍。

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

行金贸支行；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
咨询报名通道：0898-31982239 18876032559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

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打

开中拍平台页面，地区选择“海南”并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2 月 6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上举行海口市3宗房地产拍卖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序
号

1

2

3

标的名称

海口市府城镇铁桥永昌村
永昌雅居3#、4#、5#楼4号
楼17层1702室(三拍)

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25
号骏豪仕家2#住宅楼2层

D2-215商铺(三拍)

海口市美兰区仙桥片区南
侧仙桥花园南苑-C栋二单

元2402房(三拍)

建筑面积
（平方米）

77.84

133.02

118.31

参考价
（元）

679360

1430640

971840

保证金
（万元）

12

30

20

二、报名条件、时间、手续：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2月 5日
17时前缴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在中拍平台帮助中心详读竞拍流程
等资料按要求进行注册、报名参拍（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行金贸支行；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
三、展示时间、地点、要求：本公告日后至2021年2月4日17:00时
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四、拍卖方式及税费承担：中拍平台网
上竞价；上述标的均以现状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
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
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
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
31982239 13807593991；咨询报名通道二：18876032559；公司地
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
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
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
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打开中拍平台页面，地区选择“海南”
并进入查看。

海南海马贡酒厂有限公司：
刘扬武：

你方与山东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药玻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鲁0323民初335号民事
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鲁03民终1104号民
事判决。后药玻公司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鲁0323执1117
号。由于执行李锦云财产后部分执行回转，2020年药玻公司再次申
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20）鲁0323执恢280号。

经药玻公司与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盈公司）协
商，药玻公司已将上述对你方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华盈公司。

现特将该转让事由告知你方。
特此通知。

山东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雅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雅居乐中心项目位于
海口市美舍河东侧，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海住建施
【2020】518号），同意给予项目按不超过地上建筑面积的3%进行奖
励。经核，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127975.68m2，装配式奖励面积
2873.4m2,符合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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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至2021年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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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雅居乐中心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

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52号

变电站设备、房产（铺面）转让及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15 -18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以下资产进行转让及招租：一、资产转让：
1、分别转让2个315KVA箱式及1个125KVA箱式变电站组合设
备，挂牌价分别为87018元、107915元和47499元。2、分别转让海
口市海秀路 121 号宝迪花苑综合楼 711 房（110.37m2）、712 房
（101.59m2）及聚宝阁202房（75.30m2）、206房（198.54m2），挂牌价
分别为773307元、685825元、662113元和1698768元。二、房产
（铺面）招租：1、本次招租房产、商铺分别位于海口市长生路66号、海
口市秀英粮所秀华路51号、海口市府城宗伯里29号、海口市五指山
路4号一层18号铺面、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裙楼第三层301
房和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小区A区三层。房产面积9.09m2、
1381.48m2不等。2、租赁期限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第
一年月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1年1月22日至2021年2月4日。对竞买人、竞租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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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93) 字第20134号
土地使用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1] 69号
陈光妹、杨孝德、杨琪瑞、杨梅、杨厚严、杨曜光、杨智德、杨曜

诚、杨义德等九人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竹林村 112
号，土地面积为190.58 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查，
陈光妹、杨孝德、杨琪瑞、杨梅、杨厚严、杨曜光、杨智德、杨曜诚、
杨义德等九人持有的海口市国用(93)字第20134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国有土
地使用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龙华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许女士，电话: 68512605 )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口新坡镇供销社分支机构新坡供销社茶
店名下位于海口市新坡镇新坡墟新和街14号商业服务业土地及地上
房屋(铺面号：新和街 46-17；46-18；46-19)，其中土地面积为
983.73m2[不动产权证号：新坡-00069]，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451.41m2。参考价：人民币260万元（含土地出让金）。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1年
2月25日11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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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21年2月23日17:00截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21年2月23日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
岛支行；账号：1010852290016828；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
0106拍委8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物土地权利性质为划拨，地上房屋未办理《不动产权证》
（详见《房地产估价报告》）；（2）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过户时产生的税、
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11921 18976230583联系地址：海口市丽晶路10-1号水岸珈蓝
C2-302,海口市龙华区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琼0106拍委8号

《屯昌县医疗废物协同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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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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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g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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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环
保能源（屯昌）有限公司；邮箱：jifengy@ebchinaintl.com.cn；地址：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电话：13006050998。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1.19~2021.2.1。

屯昌县医疗废物协同处置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
工农”。浙江嘉兴，是中共一大南湖
会议召开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
航地。一代代“红船人”，用生命守护
着红船，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红船
故事。

造船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
南湖的一艘画舫中举行，庄严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
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
头的象征。

这艘画舫，新中国成立时已难觅
踪迹。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
始筹建。现任馆长张宪义回忆说，建
馆的中心是船的复建问题。在多方
考证和细致还原后，送往北京的船模
得到了认可。经过紧张施工，1959
年10月1日前，南湖红船在蓝天秀
水间重现。

“我的父亲、两个姐夫、师兄和
我，参与了大部分船体的建造。”嘉兴
造船厂原副厂长萧海根曾这样谈起
当年造船时的情景，“大家加班加点
地干，每天晚上都不回家，累了就在
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广西运来的老杉木，江苏请来最
好的雕花师傅，橹、槁、藤床、梅花桩，
一遍遍细致打磨、精雕细琢……

“船体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
油漆时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很高，必
须是25摄氏度左右。但我们那时
候没有空调，风扇都没有，怎么办
呢？大家想了个土办法，煤气炉上
架锅烧水，整个房间烟雾腾腾的，
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温度。”萧
海根说。

几十年岁月流过，不变的是匠
人初心。“那时候造船，没人是为了
钱，而是觉得无比光荣。一提到红
船，我心里就高兴。”萧海根说，“我一
生中造了30多种船，最幸运的，就是
参与造了这艘红船。”

护船
20世纪90年代，萧海根在红船

旁给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做
报告，观众席中有一位年轻的护船

工，名叫张新志。近30年来，他一直
是南湖红船的忠实守护者。

“一般的木质船很难保存这么多
年。但南湖红船不一样，这是我们的
母亲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保护

好。”1985年，张新志入职南湖革命
纪念馆，主要负责红船的维修保护等
工作。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次
维修，张新志和同事们都要把红船的

1000多个零部件挨个儿检查一遍。
大暑时节，他们在烈日直晒下给红船
木板抹桐油。八道桐油，抹完一层，
晒干，再抹一层，确保桐油完全渗透
进木板。“夏天的时候，别人希望下雨
降温，我们就怕下雨耽误修复，光抹
桐油这道工序，就要50多天。”

台风来临，张新志和同事们时刻
守在红船旁，根据风向和水位，拖拽
红船不断换到避风的位置；寒潮来
袭，他们不惧冰冷刺骨的湖水，为红
船清理冰霜和积雪……

2018年，张新志光荣退休，还是
时常会带客人、朋友到红船边讲故
事。“跑到哪里，我都会说，我是南湖
修红船的”“小船上诞生了大党，红船
精神引领中国。守护红船是多么光
荣的事情啊”。

颂船
张新志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南湖

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妻子徐金巧，
曾是嘉兴地区京剧团当家花旦，
1984年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女
儿张一，自小在南湖边长大，如今已
是红船旁的金牌讲解员。

“爸妈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天，经常三句不
离‘南湖’和‘红船’。”张一说，“妈妈
告诉我，讲解员表面看光鲜亮丽，但
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对个人素质要求
很高。爸爸告诉我，讲好南湖红船的
故事，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
以岛为家、以馆为家……”

这些年，张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
看红船的人。参观者聆听她的讲述，
她也从参观者身上收获感动。张一
曾接待过一位80多岁的老红军，老
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红船时特别激
动。他对张一说，自己年岁大了，最
大的心愿就是到嘉兴南湖，再亲眼看
一看红船。

“先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现在，
我要为后代树立榜样！”张一说。

（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 记者
袁震宇 俞菀）

承此一诺 必守一生
——我在南湖守红船

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2020年10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被免职
新华社郑州1月21日电（记者冯大鹏 韩朝

阳）1月21日，济源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河南
省委决定：史秉锐同志任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
工委委员、书记，中共济源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免去张战伟同志的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书
记、委员，中共济源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此前，济源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的妻子尚小
娟于1月16日发布一篇《市委书记掌掴政府秘书
长——实名公开举报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
的网络文章。文章称，2020年11月11日早晨，
张战伟在济源市政府机关餐厅呵斥在此吃饭的济
源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翟伟栋试图解释，却被张
战伟“狠狠地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1月18日，河南官方回应，关于网上举报“市
委书记掌掴政府秘书长”的有关问题，河南省有关
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赖小民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据新华社天津1月21日电 2021年1月21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
婚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天津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5日一审宣判，认定赖
小民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7.88亿余元，贪
污人民币2513万余元，赖小民有配偶而与他人长
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赖小民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合议庭评议、审
判委员会讨论，依法作出二审裁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定中对一审
认定的事实、证据予以确认，认为赖小民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
贿罪；赖小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
财物，其行为构成贪污罪；赖小民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其行为构
成重婚罪。赖小民犯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
应数罪并罚。虽然赖小民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
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一审判决
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并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京哈高铁今日全线贯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北京至哈尔滨高铁北京
至承德段（京哈高铁京承段）将于2021年1月22
日开通运营，京哈高铁实现全线贯通，北京至沈
阳、哈尔滨最快2小时44分、4小时52分可达。

京哈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
—京港澳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哈高铁的全线
通车，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
元！日前公布的2020年金融统计数
据中，新增贷款量创下历史新高。与
此同时，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则创下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
平——4.61%。

一高一低之间，是我国金融系统
为保市场主体稳定发展创造出的新
空间，展现出我国金融业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充足实力。

利率的降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源自我国长期以来推动的利率市场
化改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融
业对实体经济的让利与支持。

2020年，我国三次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提供1.75万亿元长期流动

性；累计推出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
支持措施；前瞻性引导利率下降，推
动实现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
万亿元目标……

5.12%、4.82%、4.64%、4.63%、
4.61%——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从
2019年12月到2020年12月，我国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实现逐季度
降低。

疫情之下，灵活适度、精准导向
的货币政策让更多更具“性价比”的
贷款流向实体经济，保住了市场主
体，稳住了就业，助力我国经济逆势
增长，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
新台阶。

利率降低的同时，贷款资金的流

向也充分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
领域的精准支持——2020年，普惠小
微贷款增长30.3%，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增速连续14个月上升，房地
产贷款余额增速连续29个月回落。

从中国人民银行过去一年发布的
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来看，企业家们
直接感受到了政策带来的“暖意”。
2020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资金周
转指数和经营景气指数均逐季度上
行，分别由45.4%、30.3%回升至与疫
情前水平相当的59.3%、55.8%。

5年来最低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让一些人担心利率拐点是否即将
来临，也有人期待利率进一步下调。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司长孙国峰说：“目前经济已经回到
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
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
平是合适的。”

同时，他也表示，不论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
准备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
水平都不高。

利率是否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
间尚属未知，但孙国峰在国新办日前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出，下一
阶段，人民银行将巩固贷款实际利率
下降成果，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
中有降。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者
张千千）

近5年来最低！

贷款利率是否还有下调空间？
事关亿户市场主体“取名”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3月起施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事关亿
户市场主体“取名”的一项新规来了！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将于今年3
月起施行。

从企业名称的预先核准制度，改为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是这次新规改
革的最大亮点。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唐军说：“首先是赋予企业对名称更多
的自主选择权。过去要预先核准，实际
上是一个行政许可事项。修订后强调
企业名称可以自主申报，让企业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来自主申报名称。”

对于“傍名牌”等不当的企业名称
如何监管？唐军强调，企业名称可以自
主选择，不是说放任自流。涉及企业名
称侵权行为的，可以请求登记机关处
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