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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催收公告
2016年12月26日，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和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一

批企业的贷款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了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3月27日，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债权转让事宜进行

了公告。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以下10家企业贷款债权及其从权利的受让方，现公告通知债务人及相应担保人和其它义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名称

海南六合大厦

海南省长昌煤矿

海南省扶贫农机
公司

海南省华成集团
公司

海南大地实业开
发公司

海南乐东大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

海南省岭脚热带
作物场

海南省贫困地区
水产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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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本金余额

1,084,628.00

11,000,000.00

14,220,000.00

1,200,000.00

4,000,000.00

1,970,000.00

14,709,000.00

9,414,900.69

债务利息余额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2,568,665.69

合同号

（94）农银借合字第08号；（95）农银借合字第
02号；（95）农银01号；1996年3月12日《房屋
抵押贷款合同》；1995年8月4日《房屋抵押贷
款合同》。
民事判决书：（2006）美民二初字第302号。

（琼山）农银抵字（2000）第041号；（琼山）农银
抵字（2000）第 077 号；（琼山）农银抵字
（2000）第110号；（琼山）农银借字（2000）第
114号；（琼山）农银借字（2000）第041号；（琼
山）农银借字（2000）第077号；（琼山）农银借
字（2000）第110号；2000年12月27日《抵押
合同》；农银抵借字99第0320号；农银抵借字
99第0213号；农银抵借字99第0214号。

农银抵借字华办第98009号

农银抵借字华承第033号
民事判决书：（2001）新经初字第161号
民事裁定书：（2002）龙执字第244号；（2002）
龙执字第244-1号。

1992年9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抵押借款契
约》；1992年10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抵押借
款契约》。

（乐）农发97008《抵押担保借款合同》；1995年
11月14日抵押借款协议书；银行抵押借款契
约（075）；1997年12月23日农业发展银行借
款借据。

(琼山)农银借字（2000）第129号；（琼山）农银
抵字（2000）第129号。

2019年11月11日债务重组协议

担保人

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海
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陆正奎；陈泽江。

海南省长昌煤矿；海南中
地煤长昌砖厂。

海南省扶贫农机公司

海南省汽车制配厂

海南省岭脚热带作物场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2017年12月，债权转让方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将享有的下列债务人的债权及其从权利进行转让。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

知债务人、相应担保人和其它义务人，请债务人、相应担保人和其它义务人依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若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序
号

1

2

债权受让方

海口建星贸
易有限公司

海南省林业
总公司

债务人

海南省对外贸易开发
公司洋浦公司

海南椰林国际旅行社

币种

人
民
币

人民币

债务本
金余额

24,894,
665.00

4,800,
000.00

债务利息余额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按贷款合同约定
或裁判文书计算

合同号

农银字 97020；农银字 97021；农银字
97023；农银字97019。
民事裁定书：（2003）龙民二再字第4号；
（2002）穗中法审监民申字第 339 号；
（200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26号。
民事判决书：（2000）海中法经初字第
115号；（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1号；
（2002）新经初字第386号。

1995年10月23日贷款凭证

担保人

海南省对外贸易开发公
司洋浦公司；广东物资
集团汽车贸易公司。

单位：元

单位：元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焦晴）5月12日上午，省应
急管理厅在海口世纪公园举行以“学
海洋自然灾害知识，保护美丽海口
湾”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现场设置了防灾减灾
救灾多媒体展示区、防灾减灾救灾互
动宣传区等多个区域，通过多种形式
来科普海洋灾害、海洋环保、海洋防灾

避险，以及地震等方面的防灾减灾救
灾知识。同时，还有专家现场答疑。

近年来，通过构建群防群治、借力
先进技术、举办教育活动，我省的防灾
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据悉，省应急管理
厅还将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防灾
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覆盖面，提升公
众防范化解灾害风险能力，力求为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起牢固防线。

我省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提升公众防范化解灾害风险能力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文欣）2021年海南省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日至26
日举行。近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
好2021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今年中招报
名、考试、录取、优惠政策及考试招生
工作管理等各方面政策。据悉，因疫
情相对平稳，今年体育考试分数将恢
复计入总分。

关于考试内容和分数，《意见》明
确，语文、数学、英语每科的卷面满分
为120分，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
学、生物、地理每科的卷面满分为100
分，体育与健康科目满分为50分。各
考试科目原始分总分890分，由语文、
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

化学、体育与健康8个考试科目原始
分与生物、地理2个考试科目原始分
的40%相加而成。

2020年八年级考生的生物、地理
2科按考试得分的40%计入2021年
中招录取总分，2021年八年级考生的
生物、地理2科将按得分的50%计入
2022年的中招录取总分。

关于自主招生，《意见》明确，我省
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比例为10%，
其中，艺术、体育特长生招生规模继续
保持不超过总招生计划的6%；自主
招生的普通高中学校要主动公开经省
中招办报备的自主招生方案（含招生
方向、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办法
和程序等），并明确自主招生设最低控
制分数线。

关于民办高中招生范围，《意见》

明确，要进一步规范民办高中跨区域
招生，强调“除民办高中公费生外，民
办普通高中学校其他计划原则上在审
批地招生，如在审批地生源不足，须经
省中招办批准后，方可跨区域招生。”

为进一步规范中招工作，根据教
育部要求，《意见》强调中招工作要严
格执行“严禁免试招生、超计划招生、
降低分数线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招
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接收未参加
2021年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学
生；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
学籍；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
等不正当手段争抢生源”等“十个严
禁”要求。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国
家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
工作的要求，省教育厅结合我省实际，

决定从2022年起对中招工作做适当
调整。

第一，根据教育部关于“属地招
生”要求，充分考虑我省普通高中资源
尤其是优质高中分布不均衡的实际情
况，明确“自2022年起，厅直属中学、
有关高校附属中学统招计划招生范围
调整为以学校所在地市县为主，辐射
其他或临近市县，并倾斜支持普通高
中学位紧缺的市县、少数民族市县、教
育基础薄弱市县。厅直属中学、有关
高校附属中学统招计划分配由省教育
厅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分配方案。其
中，国兴中学作为省属民族中学，其招
生范围和政策暂不作调整”。

第二，为保障教育公平和促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明确“自2022年起，学
籍与户籍不一致的考生，若选择报考户

籍地的普通高中，可享受户籍地考生同
等待遇。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附属中
学、海南华侨中学（部分计划）除特长生
和自主招生等以外分配到市县的统招
计划，招收对象为具有该市县户籍并在
该市县初中学校九年级有学籍且在九
年级就读满一年的应届生，或非该市县
户籍但在该市县初中学校有三年学籍
且就读满三年的应届生”。

第三，对“指标到校”政策进行调
整优化，明确“从2022年起，厅直属中
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学分配到学校所在
地市县的招生计划，其用于‘指标到校’
的比例不低于50%”，明确“自2022年
起，有条件的市县（单位）应取消对‘指
标到校’计划录取的户籍要求，暂不具
备条件的市县（单位）应逐年放宽对‘指
标到校’计划的户籍要求”。

海南2021年中招政策出台
恢复将体育考试分数计入总分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梅思程）为全面提升火灾调查应
急响应能力和火灾调查工作水平，5月
10日至12日，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举办
了首届火灾调查岗位比武竞赛活动。

5月11日，在海口市美兰区福田
村一处待拆迁房，全省4支队伍按照
抽签顺序，相继进入预先布置的“火

灾现场”，开展火灾事故调查，进行
“比拼切磋”，力求“快速破案”。

5月12日，各参赛队对“火灾调
查”工作进行汇报，4名全国火调知名
专家作为评委评选出16名选手进行
下一步培训，最终将确定8名优秀选
手，代表海南省参加全国分片区2021
年火灾调查练兵比武活动。

海南举办首届火灾调查练兵大比武

5月12日，海口市红十字曙光救援队队员为海口市海燕小学学生上了
防灾减灾课，涉及地震安全疏散演练、急救培训等内容。图为曙光救援队队
员指导学生使用灭火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开展应急演练
学习防灾本领

吃不了兜着走
海南一美食博主食用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法螺”被刑拘

本报嘉积5月1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冼才华）5月12日，一条“美食博主食用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法螺”的消息上了微博热搜，立即在网上

“炸开了锅”。海南日报记者当天从经办此案的琼
海潭门海岸派出所了解到，目前该所已经依法拘
留该美食博主及相关涉事人员。

据介绍，潭门海岸派出所5月7日接到举报
线索，一名微博网名为“阿壮锅本人”的博主录制
食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法螺的视频，于5月6日
发布到微博、抖音、B站等网络社交平台。

潭门海岸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查明该微博
博主为邹某壮，男，35岁，海南省昌江人，系厨师
兼美食博主，并迅速传唤邹某壮和购买“法螺”的
吴某清（男，福建人，46岁）到所配合调查。

经查，吴某清于今年4月26日12时许，在琼
海市潭门镇富港街港达渔业有限公司以70元人
民币的价格，从店主符某业（男，34岁，海南琼海
人）处购买了一只法螺（约15厘米长，螺壳大部分
为橘红色），然后在海鲜市场购买其他海鲜后，驾
车返回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将其购买的法螺
赠送给其朋友邹某壮。随后邹某壮于4月27日
将该法螺放入盘中清蒸。烹饪好后，在其朋友协
助下录制食用法螺视频。5月6日，邹某壮将所录
制视频发布在微博、抖音、B站等网络社交平台。

5月8日，琼海警方对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吴某清、邹某壮、符某业等3
人依法刑事拘留。

法螺为什么这么重要？海南省公安厅的官方
微博“海南警方”给出解释：法螺是长棘海星的天
敌，是珊瑚的“保护神”。目前，法螺已被列为二级
保护动物。

而有多位网友爆料，在法螺进入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审核期间，该博主就食用过一次，且网友已
经轮番提醒。然而该美食博主罔顾网友提醒，竟
然再次食用法螺，并通过社交平台对外发布。

为此，琼海警方也发出提醒，请广大网友珍惜、
爱护濒危野生动物，切勿以身试法。同时，希望各大
短视频平台及相关互联网行业增强社会责任感，恪
守底线，切实提高发布者和平台管理者的法律意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办理中。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1日12时-5月1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2

9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7

18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