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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 5月 20日 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上公开拍卖：1、二手手机3部（保证金500元/
部，1000元通拍）；2、缤智罚没小汽车1辆（保证金20000元/辆），附带
海南省小汽车增量指标。本次拍卖标的均为净价拍卖，买受人须承担
标的过户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和税费（包括违章罚款）。有意竞买者，
须于2021年5月20日10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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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759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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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首力大厦房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3HN005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海秀路首力大厦第18层
A1房，建筑面积194.59m2，挂牌价162万元，有房产证。公
告期为：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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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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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征集投资人公告
我司拟以现金入股的方式寻求合作者成立合资公司

运作汽车贸易及服务项目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项目，要求

意向合作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公司；

注册资本金不低于2000万元；企业信誉良好，在最近三年

内无违法、失信记录。

详情请登录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www.0898hq.com）,联系人：罗先生，电话：（0898）

65311899，13111999657。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受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要变现的财

产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川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

省万宁市万州大道东侧丰年皇冠KTV后侧（面积约504m2）土地使用

权，产权证号为万国用（2004）第101053号。参考价90.82万元，竞买

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1年5月28日上午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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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17:00止，逾期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21年5月27日17:00

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开
户行：万宁农商银行营业部；账号：1010867590006816；6、缴款用途处
须按顺序填明：（2021）琼9006拍1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

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办理过程中

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及有

可能存在的其他费用，均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各自承担；8、报名地点：
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宇建国贸城二单元1909房。拍卖机构联系电话：

1332206938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2251725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9006拍1号

受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河口路（现为高登东街）
1146.38m2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
（2012）第002539号。参考价：人民币10076608.8元，竞买保证金：
2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1年5月31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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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8日17: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5月28日17：0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银

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银行账号：
1010898890010778。

6、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21）琼0107拍1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85002、0898-68585005；
拍卖机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层；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0107拍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上海永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

执行人海南振邦矿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福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20) 琼

0106财保50号和222号民事裁定书，分别冻结了被执行人李福川

持有的海南振邦矿产开发有限公司37%的股权(认缴出资额133.2

万元)、海南锐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5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100万

元)、桂平市金达矿业选炼有限公司70%股权(认缴出资额700万

元)和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振邦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勘查项目

名称为海南省东方市红泉十八队金矿详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 号: T46120091202037166)、海南省东方市俄垒金矿详查(矿产

资源勘查许可证号: T46120080302002735)、海南省东方市牛岭

金矿详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号:T46120081102018272)。因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

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五月六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653号

海秀棚户区改造及配套项目（向荣路安置房）位于我市永万路
与海盛路交叉口南侧，该项目于2015年11月通过规划许可。现项
目业主申请对项目总平面图标注、地下室停车位进行优化。不涉及
建筑造型、布局及各项规划指标的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5月13日至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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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更新规划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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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85，联系人：谢先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秀棚户区改造及配套项目（向荣路安置房）

规划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海资规更新〔2021〕88号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海南中航石化有限公司
文教加油站项目的批前公示
海南中航石化有限公司文教加油站项目位于文昌市文教镇

S203省道文教至宋六北侧地段，规划用地面积共为3999.92平方
米（折合6亩），建设单位为海南中航石化有限公司。建筑设计方案
经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项目总建筑面积507.67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 507.67 平方米，容积率 0.127，建筑密度
23.11%，绿地率20.90%，建筑高度1层，停车位5个，充电停车位2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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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
时间：7天（2021年5月13日至5月19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
报、文昌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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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文清大道19号人民政府服务中心三楼306，邮政编码
571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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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898-63388190，联系人:符周飞。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5月13日

海口江东新区 JDWH-06-E18 地块
安居型商品房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

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和美安居实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江东新区JDWH-

06-E18地块安居型商品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白驹大道与海
文高速联络线北延长线（在建）交汇处。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
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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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19.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不变，仍为110263.43平方米，装配
式奖励面积3307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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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至
2021年5月2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haikou.gov.cn/）、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
haikou.gov.cn/）、江东新区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自贸江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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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
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方式：咨询
电话：65686619，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5月13日

关于潘海文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涉案房产的通告
潘海文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目前正在法院审判阶段。为进一步深挖彻查潘海文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

依法追缴相关涉案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现对该案公安机关查封扣押的房产、汽车、股份、债权等财产进行公告，凡对被查封
扣押的房产、汽车、股份、债权等财产有异议的请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资料说明情况。涉案财产情况如下表：

相关人员务必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1年5月17日内主动到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提交书面异议申请书及相应的证据材料，逾期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45号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联系电话:许警官18089761855 李警官 18876667420

特此通告。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2021年5月13日

涉案房产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权利所有人
潘海文
温淑花
温淑花
温淑花
潘福干
潘福干
潘福干
潘福干
潘海冲
潘小琪
符厚良

坐落地址
万宁市万城镇永范村委会后塘村别墅1栋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164号枫丹白露花园7栋801房（产权证号：HK378588）
海口市蓝天路35号名门广场北区C座1402房（产权证号：HKYL447107）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164号枫丹白露花园地下车库c030（产权证号：HK381760）
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大英山西二街5号海航豪庭A08地块5号楼1102（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证明第0007069号）
海口市明珠路2号置地花园3.5.6号楼1.2.3裙带房第二层2-1铺面（琼A594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证明第0048309号）
海口市明珠路2号置地花园3.5.6号楼1.2.3裙带房第二层2-2铺面（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证明第0048308号）
海口市民生东路1号万绿园壹号1、2、3、5#楼2单元1-2001房（合同备案号：L00361704）
万宁市神州半岛泰悦居V8幢V8房（琼（2019）万宁市不动产权第0001837号）
海口市海秀路17号金泰龙步行街商厦A2-30（合同备案号：L00145930）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东线高速东侧海航城15号1单元1901房（合同备案号：L00095443）

备注

涉案汽车
序号

1
2
3
4
5
6
7

权利所有人
潘海文
潘欣欣
潘海冲
潘海冲
温大泉
符厚良
杨海禹

汽车品牌及车牌
丰田凯美瑞，琼c88887

宝马，琼c88889
保时捷琼A88898
丰田，琼c88882

玛莎拉蒂，琼ACK888
雷克萨斯，琼C89898
东风标致，琼C8Q011

备注
公司股份、债权

序号
1

2

3

权利所有人
温淑花

潘福干

股份或债权情况
海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111%的股份
舟山桔子水晶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股份
海南鑫辉劳务有限公司对海南西部殡仪

中心项目（儋州）的债权

受委托,定于2021年5月20日10时至2021年5月21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在线
公开拍卖：

1、罚没的二手苹果、华为、vivo、OPPO等手机47部、电脑主机
2台、电脑一体机5台、显示屏2台、打印机一台、pos机一台,竞买保
证金按相应涉案标的缴纳。

2、罚没的东风雪铁龙牌DC7165LYFA,竞买保证金5000元。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

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竞买公告》、《竞拍须知》。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5月18日至19日
标的展示地点: 1、罚没的手机等物品在本公司拍卖厅。

2、罚没的车辆停放在儋州市公安局解放派出所。
咨询电话：13111923910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楼。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513期）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
外大使：

一、免去李昌林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布隆迪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赵江平（女）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布隆迪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二、免去李立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摩洛哥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李昌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摩洛哥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赵彦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博茨瓦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王雪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博茨瓦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5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部分减负稳岗扩
就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定进
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部署加强
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企业的金融
支持；通过《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草案）》。

会议指出，去年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推出一系列超常规、阶段性减
负稳岗扩就业举措，取得保就业明显
成效。今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要继
续坚持就业优先，保持对市场主体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稳岗、重点群体就业
的政策支持。会议决定，一是继续实

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上年度失
业保险基金结余备付期限在1年以上
的统筹地区，今年可对符合条件的大
型企业按不超过上年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
60%返还。二是将去年实施的职业培
训、技能提升和高校毕业生见习补贴
及发放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
支持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等政策延续
至今年底。对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
的，按规定给予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
贴等。三是促进市场化就业，加大对

“双创”的政策支持，推进实施创业担
保贷款及贴息，促进高校毕业生自强
自立、就业创业。

灵活就业是群众就业增收的重
要渠道，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达2
亿人。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灵活
就业的措施。一是研究制定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
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二是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
任，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保
险公司适当让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机
制。三是抓紧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上
位法或不合理的收费罚款规定，为灵
活就业创造好的环境。

为加大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

企业的金融支持，会议确定，一是引
导民航企业与金融机构用好用足应
急贷款政策。加强对文旅企业及线
下零售、住宿、交通运输等其他受疫
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定向金融服务。
继续做好对制造业升级发展的融资
支持。二是进一步加强小微金融服
务。试点建立个体工商户信用贷款
评价体系，提高融资便利度。支持发
行不低于3000亿元小微企业专项金
融债。确保银行业普惠小微贷款实
现增速、户数“两增”，确保五家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长
30%以上。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围绕
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做好区域融资支

持，促进相关地方改善营商环境和金
融生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会议要求，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
市场变化，做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
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
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

会议通过《建设工程抗震管理
条例（草案）》，明确新建、改扩建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达标要求及措施，
规范已建成建设工程的抗震鉴定、
加固和维护，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
震设防。压实责任，强化监管，加大
处罚力度，确保工程质量，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期限延长至年底
部署加强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企业的金融支持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孙楠 马卓言）针对美欧媒体渲染“中
国面临人口危机”，并称甚至会影响中
国梦的实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
日表示，中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
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将推动高质量
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
和政策。希望热衷于炮制各种涉华论
调的人，能和中国人民共同迎接并且
见证中国梦的实现。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
提问时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权威发
布，中国现在人口14.1178亿，比10
年前的2010年增长5.38%，年平均增
长0.53%。这个数据表明，中国人口
十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人口
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
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

改善。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
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华春莹指出，汉族人口与2010年
相比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
长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
0.4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稳步增长，充
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
面貌。”

“针对有些美媒的关注，有一个事
实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
口14.1178亿，不是仍然比美欧国家
人口总数加起来还多吗？不知有关媒

体记者如何摇身变成人口统计学专家
和社会学家，从何得出‘中国人口危机
说’的结论？”华春莹说。

她说，普查数据也反映出中国人
口发展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
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
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
人口数量走低等。

她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公
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增速过去
10年下降到近百年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

统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美
国出生的婴儿比前一年下降了4%。
随着各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尤其是
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
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和人口老
龄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
面临的问题，也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
问题。

“在11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要辩证看待人口变
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中国将推动高
质量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

战略和政策。‘十四五’规划纲要已明
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
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
生育政策的潜力。”华春莹说。

她表示，回顾过去几十年，在中国
发展的几乎每一个关键阶段，西方都
会对中国作出种种评判和预测，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如各种版本的“中
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但随着中
国持续发展，这些论调后来都一一被
事实“打脸”。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继续沿
着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坚定前
行。希望热衷于炮制各种涉华论调的
人也能和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健康快乐
地生活，共同迎接并且见证中国梦的
实现。”她说。

外交部回应外媒渲染“中国人口危机”：

欢迎一起迎接并见证中国梦的实现

国台办：

依法终身追责“台独”顽固分子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刘欢 石龙

洪 洪泽华）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吴钊燮一再狂妄进行“台
独”挑衅，恶意诋毁大陆，煽动两岸对立，严重危害
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对
这类“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严惩，依法终身追责。

有记者问，近日国台办连续点名驳斥吴钊燮
谋“独”言论，有舆论猜测吴已被大陆列入“台独”
顽固分子清单。发言人可否证实？朱凤莲作上述
回应。她指出，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制止

“台独”分裂行径，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
有之义和必要条件。

针对辜宽敏等“急独”分子近日再度鼓吹“台
湾地位未定”，鼓噪“制宪正名”，朱凤莲应询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
国。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篡改歪曲历史事
实，如何包装“台独”分裂图谋，都不可能改变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我们正告一小
撮“台独”顽固分子，统一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台独”是绝路，以身试法必遭严惩。

面向粉丝商业集资的
演艺人员将受惩戒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针对近期个别综
艺选秀节目引发的“集资打投”“倒奶事件”等乱
象，暴露出过度消费、非理性“应援”等问题，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12日发布公告，表示将惩戒面向粉
丝商业集资的演艺人员，对涉事演艺人员实施“联
合抵制”等行业自律惩戒措施。

5月12日是第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图为山
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中心小学学生在进行避
灾疏散演练。 新华社发

各地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