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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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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所持有的临高地区26户债权包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本
资产包总金额为12,112.31万元，债权26户36笔，涉及本金1,273.70
万元，利息10,838.61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21年2月28
日），分布在海南省临高县。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
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做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
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
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本资产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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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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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6日。联系人：
冼先生、周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78、66563181。通讯地址：海
口市大同路38号中银大厦1008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异议或
征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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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审计部）。0898－66563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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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3月2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临高地区26户债权包的处置公告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对2021年海南、江西、河北电站保险进行
招标，欢迎合格的保险公司前来投标。

一、本招标项目：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海南、江西、河北地区电
站保险。

二、投标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运作的企业
法人或具有企业法人授权的其他组织；（二）具备经营保险业务资格；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20亿及以上；（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
3月26日止；（二）标书发售地点：海口市金龙路兴业银行大厦17楼。

四、招标截止时间、投标地点：（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
年3月31日17：30时；（二）投标地点：海口市金龙路兴业银行大厦17
楼。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罗先生 17689738793。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6日

海南、江西、河北电站保险招标邀请公告

为支持生物医药高端产业研发，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优化营商环

境，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及城市设计》XY0716002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公众

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3月26日至2021年4月24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gxq.haikou.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uyingying2@

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

岭工业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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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80991，联系人：王烺。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口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
城市设计》XY0716002地块规划指标修改公示

文昌宝能康养智慧园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月亮
湾北部起步区地段，规划用地面积共为88925.23平方米（折合共约
133亩），建设单位为文昌宝能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修规方案已经专
家会项目审议通过。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总建筑面积约109841.41
平方米，其中补偿面积约2667.7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约88925.22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约18248.43平方米。容积率1.0，建筑密度
29.23%，绿地率40%，建筑高度≤45米，停车位918辆。以上规划指
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修
建性详细规划相关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3
月26 日至2021年4月24 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
府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
区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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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黄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2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文昌宝能
康养智慧园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前公示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世锦文化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过程
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世锦文化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36号海口体育馆(证号:25968)及登记
在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
44442.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045
号)，现本院拟对上述财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
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2021)琼01执恢2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刊登于2021年3月12日《海南日报》A14版及

相关网站发布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21〕第1号），

拟挂牌出让的文集建试（2019）-36号地块因故中

止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26日

中止公告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
令）及三亚市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我局拟以协议方式
出让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予公告，公告期限为30天。若有意向
用地者，请于本出让计划公告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
用地申请。该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拟出让地块
位置

三亚市迎宾
路西段（荔枝
沟片区）控规
LZG4-1-1

地块

用地面积（平方米）

CGCS20
00坐标

系

6147.32

海南平面
坐标系

6143.60

规划用地
性质

高等院校
用地

（A31）

土地
用途

教育用
地

土地
使用年限
（年）

50

联系人：王源 联系电话：0898-88275006
联系地址:三亚市河东路182号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24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信息公告

受委托，我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在线公开拍卖：海南
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项下资产含有位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五层5B房（房产证号HK058435、
建筑面积：433.14m2）、五层5C房（房产证号HK058480、建筑
面积：569.93m2）。参考价：1450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3月30日10时至2021年4月2日
10时止

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有意向竞买人请登录
（https://paimai.jd.com/276705108）按相关规定办理竞买
手续。展示时间：2021年3月26日至29日,展示地点：标的
所在地，电话：18089774055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国
安大厦1803房

海南天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尊敬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相关规定，我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已启动2021年度领取基本
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2021年1月1日前办理退休手续、由我省社保经
办机构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工伤定期待遇人员和
领取离休干部供养遗属待遇人员参照离退休人员认证方法进行）。

二、认证方式：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一种认证方式：
（一）网上认证：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

统一认证管理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
提示进行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通过手机APP进行
认证：1.安装本省“海南一卡通”APP，注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
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册后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
证”操作；3.通过其他第三方手机APP（微信、支付宝、农信社等）的

“电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二）临柜认证：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前往设有“海南

政务便民服务站”、“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设备的场所或

网点，自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
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或社区进行认证。

（三）书面认证：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
证的，可到当地中国驻国外使（领）馆开具纸质生存证明材料，并邮
寄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机构。

（四）上门认证：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
行网上认证的，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
（居）委会证明向居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三、结果处理：
（一）未进行年度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又无法确认其领取资格

的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
（二）死亡或判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其家属或单位应于7日内

上报社保经办机构，逾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的，
将移交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四、联系方式：咨询电话：（0898）12333；（0898）96377。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2021年度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通告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于
佳欣 王雨萧）针对H&M等品牌抵制
新疆棉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5日回应说，所谓中国新疆地区存在

“强迫劳动”，完全是子虚乌有，纯白无
瑕的新疆棉花不容任何势力抹黑玷
污。他还表示，欢迎外国企业到新疆
实地考察。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日
前，H&M等品牌关于抵制新疆棉花

的声明引发网友不满，多个平台也纷
纷下架相关品牌。对此，高峰说，我们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新疆事务和中
国内政，反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
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方有关

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他表示，对于跨国企业在中国正

常的经营活动和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
努力，中国政府始终持欢迎和支持态
度。对于个别企业基于虚假信息作出

的所谓商业决策，中国消费者已经用
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

高峰强调，希望有关企业尊重市
场规律，纠正错误做法，避免商业问题
政治化。同时，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到

新疆实地考察，也愿意为各国企业在
新疆开展贸易投资提供积极支持。

针对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
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
制裁，外交部日前宣布，中方对欧盟有
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相关事件是否会影响中欧投资协
定签署？高峰表示，目前中欧双方谈判
部门正在开展必要的法律审核工作。
中欧投资协定符合双方利益，有利于中
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

商务部回应H&M等抵制新疆棉：

纯白无瑕的新疆棉花不容抹黑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董
雪 孙楠）针对瑞典时装公司亨内斯—
毛里茨公司（H&M）宣称拒绝使用新
疆产品的言论在华引发广泛声讨和抵
制浪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表

示，中国人民友善开放，但中国民意不
可欺、不可违。

“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
的棉花之一，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
失。”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完全
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谎言，目
的是抹黑中国形象，破坏新疆安全稳
定，阻遏中国发展。

“给老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群众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一般正常人都会觉
得是件好事，因为可以让人民过上越
来越好的生活，但是就有人认定一定
是强迫劳动或者暗无天日的压迫。为
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历史上真的就这

么干了上百年，所以现在以己度人。”
华春莹说。

“中国光明磊落，中国人民友善开
放，但是中国人民的民意不可欺、不可
违。”她说。

外交部回应H&M涉疆声明：

中国民意不可欺不可违

河南兰考农民魏善民今年79岁
了，他有一个保持了50年的特殊习惯。

每天一大早，魏善民都要骑上他
的电动三轮车，驮着扫帚、簸箕，到离
家一公里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
肥。1971年至今，这棵树他足足照
看了50年。

这是一棵泡桐树。它华盖如云，附
近的桐树已经更新了三四代，唯独它历
经沧桑，依旧枝繁叶茂，屹立不倒。

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
为“焦桐”。

这棵幼苗，播撒下“千
顷澄碧”的希望

兰考，焦裕禄陵园内，一排泡桐
树笔直挺立，默默守护着安眠于此的
英魂。站在树旁极目远望，只看到晴
空万里，澄碧如荫。

然而在59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
荒之地。内涝、风沙、盐碱，成为压在兰
考群众心中的“三害”。彼时的兰考，风
沙埋葬了无数逃荒者生活于此的希望。

时值1962年冬，焦裕禄来到兰
考。为了挡风压沙，焦裕禄决定在这里
栽种泡桐——“这种树能在沙窝生长，
长得又快，五六年就能长成大树。成林
之后，旱天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
水分，可以林粮间作，以林保粮。”

当年的种树者倒下了，却留下了
一句铮铮誓言：“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

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后继
者人人种树，无数泡桐蔚然成林。

兰考的泡桐中，有一棵格外特
别。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
的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5米多粗、
26米多高的参天大树。

这是魏善民和焦裕禄共同种下的
树。时至今日，魏善民依然记得当时种
树的情景：“我们轮流拿树苗，轮流刨
坑，搭档得很好。别人不问，根本看不
出焦书记和一般群众有什么区别。

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
与“三害”抗争，在兰考贫瘠的土地
上，种下这棵泡桐幼苗，也播撒下了

“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焦桐默默守护着兰

考，曾经的逃荒者变成了树下纳凉休
闲的民众，几度泛滥的黄河水患，已
成为滋润兰考的清澈水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其实，焦裕禄和他亲手栽下的泡
桐曾有过一张“合影”：焦裕禄肩披外
套、双手叉腰、侧头目视远方，背后斜
伸出一片桐树叶。那棵未露全貌的
泡桐，正是今天的焦桐。

“1963年9月，焦裕禄下乡查看

春天栽的泡桐。他很高兴地说，咱春
天栽的泡桐苗都活了，十年后会变成
一片林海。”时至今日，时任兰考县委
办公室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还能回忆
起焦裕禄当年高兴的神态。

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却是刘俊
生当年偷偷拍下的。他经常随焦裕禄
下乡，给群众拍了上千张照片，给焦裕
禄拍的却只有4张，其中3张都是偷拍
的。“我一想拍他，他就摆摆手说‘镜头
要多对准群众’。”刘俊生说，小小的细
节，足可见焦裕禄的为民情怀。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

象征。”焦桐树下的石碑简介上，刻着
这样一句话。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

焦裕禄纪念园干部张继焦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焦裕禄的“第七
个孩子”。

“继焦”，一个饱含深意的名字。
59年前，如果没有焦裕禄的帮助，世
上也许不会有张继焦这个人，更不会
留下这个引人遐想的名字。

1962年，张继焦还不满周岁，他

的名字也不是“张继焦”，而是父母逃
荒徐州时曾为他取的“张徐州”。一
场久治未愈的大病，让张继焦的父亲
张传德险些把他扔掉。

阻止张传德的，正是下乡查看灾
情的焦裕禄。看到孩子还有一口气，
他连忙拦下张传德，当即联系了县医
院，还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了医药钱。
为了铭记焦裕禄的恩情，张传德将儿
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

如今，在焦裕禄纪念园内，张继
焦不厌其烦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
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动情讲述焦裕禄
当年的故事，“我是焦裕禄救活的孩
子，看到这些树，就想到了焦书记，它
们早已活在我的心中。”

焦桐，不只活在张继焦心中，更
活在百姓心中。

焦桐对面，一座以焦裕禄名字命
名的干部学院拔地而起。每年，都有
来自全国各地约4万名学员前来聆
听焦裕禄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神。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扬艰苦奋
斗的精神，我立志成为像焦裕禄一样的
人民公仆。”焦裕禄纪念园里，一群青年党
员正面向焦裕禄的墓碑，庄严宣誓。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棵焦桐，
当无数焦桐汇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
片永恒不朽的精神林海。”这是不少
参观者共同的心声。

（据新华社郑州3月25日电 记
者王丁 双瑞 翟濯）

焦桐成雨，此水此山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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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疫情防控
最新部署来了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魏玉坤）
近期，全国多地出行不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和隔离。那么，交通出行在疫情防
控方面是否会适当宽松些？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孙文剑25日回应称，交通运输部门将
一如既往地持续做好交通运输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巩固防疫成果。

在交通运输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孙文剑介绍，目前在疫情防控方面主要开展
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分区分级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指导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督促道路客运企业和客运经
营者恢复执行第四版《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
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的要求。

孙文剑表示，第四版防控指南在消毒和
客座率方面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消毒次数
方面，低风险地区道路客运场站由春运期间
的每日2次恢复至每日1次，客运车辆由每
趟次 1 次恢复至每日 1 次；城市公交、出租
车、轨道交通的消毒次数由每日2次恢复至
每日1次。在客座率方面，道路客运车辆取
消了90%的客座率比例限制。

二是强化“外防输入”。将继续指导各地交
通运输部门严格落实公路水运口岸“货开客关”
要求，组织做好入境人员“点对点、一站式”转运
工作，强化口岸一线工作人员、进口冷链货物工
作人员等群体疫情防控，切实做好进口冷链运
输环节等方面的疫情防控。

三是统筹做好节假日期间运输保障和疫情
防控。清明假期即将来临，将指导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综合研判客流趋势、出行特点，切实强化
运输供给，提高疏运能力，减少人员聚集，保障
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北京累计接种
新冠疫苗1333.39万剂次
覆盖832.43万人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侠克）记
者25日从北京市获悉，按照“应接尽接、应快
尽快”的原则，北京市正在安全有序推进疫苗
接种。

截至25日17时30分，北京市累计接种新
冠疫苗1333.39万剂，累计接种832.43万人，其
中完成第二针剂接种500.96万人，完成第一针
剂接种331.47万人；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36.6
万人，18岁至59岁人群接种率达52.8%。

目前北京市新冠疫苗日接种能力达到30
万剂次以上。同时，扩大疫苗存储和配送能
力，市区两级存储能力达1000万剂，日配送能
力达100万剂。北京市将按照国家统一要求，
持续加大疫苗接种力度，稳妥推进60岁及以
上接种人群接种工作。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