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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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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1

2

3

资产名称

南海工程建设局海南局

海南省海运总公司

海口澳华实业有限公司

国营乐东佛罗林场

重庆欧枫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磐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营六连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海南省国营上甬林场

海南省万宁振兴开发建设总公司

琼海市白石岭林场

海南临高龙津糖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江山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鲤河海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琼 01执恢 327号之五《执行
裁定书》项下权益（宏昌楼1207房）

（2016）琼 9022 执 272 号之九及之
十一《执行裁定书》项下部分权益
（屯昌县海榆中线91公里处国有土
地使用证、地上房屋及其他地上附
着物）

（2016）琼 9022 执 272 号之九及之
十一《执行裁定书》项下部分权益
（屯昌县海榆中线80公里处国有土
地使用证、地上房屋及其他地上附
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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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

债权

实物

实物

实物

资产所在地

海南省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文昌市

海南省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乐东黎族自治县

重庆市市辖区綦江区

海南省海口市市辖区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万宁市

海南省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琼海市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万宁市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琼海市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临高县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五指山市

海南省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琼海市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屯昌县

海口市龙昆南路东侧宏昌楼1207房

海南省屯昌县海榆中线91公里处

海南省屯昌县海榆中线80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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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金额(元)

12,437,329.31

2,971,719.86

48,868,874.32

6,119,226.67

398,258,133.62

85,195,797.90

4,182,669.54

15,652,973.82

7,316,486.16

3,502,060.81

11,342,843.55

18,689,026.21

27,894,325.07

35,937,788.43

101,791,168.91

102,673,954.23

882,834,378.41

/

/

/

行业

建筑业

水上运输业

零售业

林业

资本投资服务

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林木育种

营林、木材、胡椒、橡胶等

木材生产与销售

海水产品 、热带作物等

林业

制糖业

其他农业服务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海水捕捞

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证号：HK045115

1、证 号 ：屯 房 权 证 屯 字 第 07828、
07829、07830、07831、07832、07833、
07834、07835、07836、07837。
2、证号：屯国用（2008）第08-00006号。
3、无。

1、证 号 ：屯 房 权 证 屯 字 第 14101、
14102、14103号。
2、证号：屯国用（2010）第 02-00006号、
屯国用（2011）第13-00001号。
3、无。

担保和抵押情况

无

1992年 10月 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保证人为海南省海运总公司。

抵债土地已核发换地权益书，面值5551056元。

总面积25491亩国有山林土地

7宗土地共同抵押(抵押房地产权证号：213房地证
D2015 字第 25046 号、25047 号、25048 号、25049
号、25050号、25051号、25052号)

保证人江苏磐宇科技有限公司

土地面积 302亩林地(土地他项权证：万宁市（土
管）他项（1999）字第0078号)

无

抵押面积402.50亩林业用地(土地他项权证：海土
抵他项（2000）字第12号)

位于万宁和乐三角路海榆公路北侧的 12412m2的
商业用地 (抵押土地证号：万国用（1999）字第
0030479号)

房屋占地面积 137.33m2；建筑面积 576.98m2。(房
屋所有权证号：房字第145号)

位于临高县皇桐镇龙波墟，94200m2工业用地。

位于五指山市南圣镇同甲村委会附近，加勒比松
的林权。

保证人：大印集团有限公司、王彩叶。

1.土地：林荣鑫名下位于琼海市潭门镇工业开发
区的土地，14,349.50m2工业用地。
2.房产：林荣鑫名下加工车间、冷库、办公楼（专家
楼）、宿舍楼。
3.保证人林荣鑫、林宁、曾林海、黄杏秋、冯莺莺。

保证人：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商财富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马圣、陶果妹、陶业体、陈三妹。

房屋面积231.82m2

1、房产面积 17,619.21m2，其中有产权证面积
11,715.13m2；无产权证面积 5,904.08m2（建筑物共
49项，包括钢结构厂房、简易结构厂房、棚房、硬化
地板、水池、干沟和围墙等）。
2、工业用地面积31,000.00m2（合46.50亩）。
3、60株（此数量仅供参考），厂区内的印度紫檀、菠
萝蜜树、大王棕等园林绿化植物。

1、房产面积 39,250.59m2，其中有产权证面积
4,631.79m2；无产权证面积 34,618.80m2（建筑物共
112项，包括厂房、保安岗、地磅房、硬化地板、水
池、干沟和围墙等）。
2、工业用地面积159,566.65m2（合239.35亩）。
3、463株（此数量仅供参考），厂区内椰子树、非洲
楝、大王棕等园林绿化植物。

其他情况

未诉。

未诉。

未诉。

未诉。

已诉，目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已诉，保证人江苏磐宇科技有限公司
代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目前保证人
进入破产重整阶段。

一审起诉已受理，尚未开庭。

一审起诉已受理，尚未开庭。

未诉。

已诉，待申请执行。

一审起诉已受理，尚未开庭。

已诉，执行终本。

已诉，执行终本。

已诉，判决偿还美元 2164000 元、人
民币8253489元及利息。

已诉，执行终本。判决：1.偿还本金
14328500 元及利息 ；2. 偿还本金
45000000元及利息。

已诉，抵押资产已抵债。

抵债资产未过户。

抵债资产未过户。

抵债资产未过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南海工程建设局海南局等16户债权、3项实物资产进行打包或单户处置。其

中，南海工程建设局海南局等16户债权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资产总额为88,283.44万元，3项实物资产为法院抵债房产及土地等。

拟处置资产涉及海口、文昌、定安、琼海、乐东、万宁、临高、五指山、屯昌、重庆等地区。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

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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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产。以上资产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公告有

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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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恩晓、

陈慧菲。联系电话：0898-68663444、0898-68665025。电子邮件：chenenxiao@cinda.com.cn、chenhuifei@cinda.com.cn。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66481。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njin@cinda.com.cn

资产包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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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4日通报，8月 3日 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6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云南7例，福
建4例，江苏3例，上海2例，浙江2例，
广东2例，天津1例，山西1例，辽宁1
例，河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71
例（江苏35例，湖南15例，湖北9例，山
东6例，云南3例，河南2例，福建1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3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244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13例（其
中重症病例 12例），现有疑似病例 2
例。累计确诊病例7529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681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3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1240例（其中重症病
例 2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7413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93289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07456人，尚
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5486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
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5例（河

南9例，湖北3例，湖南3例）；当日转为
确诊病例20例（境外输入6例）；当日解
除医学观察22例（均为境外输入）；尚
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85例（境
外输入36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2777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1994
例（出院11719例，死亡212例），澳门特
别行政区63例（出院54例），台湾地区
15721例（出院12929例，死亡791例）。

国家卫健委：

3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
其中本土病例71例

新华社上海8月4日
电（记者龚雯、史依灵）记
者4日从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目前上海市疾控中
心已经基本完成8月2日
新增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
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
测序工作。基因测序结
果显示，该病例感染的新
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
株。经比对，与近期国内
多地本土病例基因组无
关联，但与境外德尔塔变
异株同源性较高。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
主任吴寰宇表示，流行病
学调查发现，病例在发病
前14天没有接触过外省
市相关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和密切接触者，发病前
14天内没有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也没有进
口冷链物流接触史。

同时现场调查还发
现，病例在7月22日至23
日中曾有在污染环境中解
开防护服等高风险行为。
病例发病时间符合新冠肺
炎发病的潜伏期特征。

新华社南京8月4日
电（记者邱冰清）江苏省
卫健委4日通报，8月3日
0-24时，江苏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35例（南京市报
告 3 例；扬州市报告 32
例，其中2例为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17
例为轻型，18 例为普通
型。当日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3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1例。以上
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

7月20日至8月3日
24时，南京市累计报告本
土确诊病例223例（轻型
78例、普通型143例、重
型2例）；扬州市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26例（轻
型43例、普通型79例、重
型2例、危重型2例）。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的确诊病例382例，
其中本土确诊病例362例
（轻型122例、普通型234
例、重型 4 例、危重型 2
例）；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16例，其中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3例。

新华社郑州8月 4日
电（记者王烁）记者从河南
省卫健委获悉，8月3日0
时-24时，河南省新增确诊
病例3例，其中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转确诊1例，本
土确诊病例2例（郑州市2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9例（郑州市7例、开封
市1例、驻马店市1例）；无
新增疑似病例。

7月 31日至 8月 3日
24时，河南省累计报告本
土确诊病例17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72例。

截至 8月 3日 24 时，
河南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
病例1290例，其中死亡病
例 22 例，出院病例 1251
例，现有住院病例17例；累
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62例，43例出院，19例在
院治疗。河南省正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01
例（本土 72例、境外输入
29例）。

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
起，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
者 41853 人，尚在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434人。

新华社昆明8月4日电（记
者姚兵）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8月4日通报，8月3日0时至24
时，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3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
确诊病例治愈出院4例（本土3
例，境外输入1例），无症状感染
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2例（境外
输入）。

据通报，新增的3例本土确
诊病例于8月3日在瑞丽市全员
核酸检测和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
定点医院隔离诊治，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1例，轻
型2例）。

通报指出，新增的7例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
月15日至8月2日自陆路入境，
转运至集中隔离点隔离医学观
察，8月3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缅甸输入）。新增的2例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近期居住在
老挝，7月22日至7月25日自陆
路入境，转运至集中隔离点隔离
医学观察，8月3日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
炎无症状感染者（老挝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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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赵优）
针对当前疫情形势，我省各大景区景点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证游客能够
放心游、开心游、平安游。

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我
省多个景区采取线上实名预约购票的
形式，游客在景区官网或相关平台预订
相应项目后，凭身份证或扫描二维码入
园。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景
区出入口设置扫码感应门闸，同时，景
区的验票闸口设置了通过式红外测温

门，“滴”的一声就能感应游客体温，大
大提高了景区的防疫效率，保障游客的
快速通行。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执行
严格的健康入园政策，拒绝接收黄、红
码游客，控制游客接待上限，确保游客
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蜈支洲岛景区在基地游客通道、游
客中心、卫生间、售票窗口和多处娱乐
项目体验区等重要对客场所进行体温
检测和消杀工作，并对垃圾分类处理场
等重要区域进行定时重度消杀。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昂颖）
“小朋友，口罩要戴好哦”“麻烦您出示
一下健康码，这边做一下登记”……8
月4日上午，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
百汇城店）工作人员正在给观影者介
绍观影须知。在入口处，影院设置了智
能测温门岗机器人，摆放了“请自觉佩
戴好口罩”等提示牌，并安排专人引导
观影者登记姓名、联系电话、观影时间、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近期，海南各大影城加强疫情防
控，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有序的观影环

境。在海口万达影城（万国大都会店），
同样严格落实观众进场前的扫码、测
温、登记流程。同时，观影厅在每场电
影结束后进行全区域消杀，通风后再进
行下一场电影的放映。“尤其对取票机、
公共区域座椅、卫生间等重点区域，我
们都是每小时消毒一次。”海南万达影
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中影国际影城（上邦百汇城店）
对观影人数等方面有严格要求，每场观
影人数控制在50%左右，并要求观影者
佩戴口罩入座，禁止在观影厅内饮食。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唐茜 李茵）民航海南空管分
局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8月4
日，该局覆盖保洁、司机、食堂配餐人员
在内的591名员工完成核酸检测。

8月1日上午，海口市通报新增1名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患者情况后，民
航海南空管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部
门全面排查可能存在轨迹重叠或是密切
接触可能的员工，确保抗疫防线稳固。

下一步，民航海南空管分局将以更
高要求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计划再开展一次疫情应急演练。

严格落实包含空中交通管制、技术
保障、航空气象等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加
密核酸检测“三天一次”的要求；关键岗
位实现科学搭配班组力量，强化重要岗
位人员储备机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严格执行出岛审批制度等，筑牢防疫防
线，确保疫情防控下民航空管安全及运
行顺畅。

景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线上实名预约 严控接待上限

影院加强疫情防控

控制观影人数 消杀观影区域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

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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