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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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处置项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进行打包处置，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资

金实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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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产。

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本公告有效期为2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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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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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名称

海南大华地产
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债权

海南华商贸易
有限公司

海南夏之味食
品饮料厂

海口环宇装饰
设计公司

海口富安油毡
厂

海南师院鸿通
实业贸易公司

资产
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金额

截止 2021 年 7 月
23日，该债权总额
为5,264.77万元。

截止 2021 年 7 月
23日，该债权总额
为7,566.11万元。
截止 2021 年 7 月
23日，该债权总额
为27.77万元。
截止 2021 年 7 月
23日，该债权总额
为74.56万元。
截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 ，债 权 总 额
22.42万元。
截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 ，债 权 总 额
28.02万元。

所在地

海南海口

海南海口

海南文昌

海南海口

海南海口

海南海口

资产基本情况

该债权设立抵押担保，抵押物是债务人名下
位于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华花园综合楼部
分房产、别墅以及海口市秀英东方洋部分别
墅房产，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保证人：程祖兴、程祖淼

——

——

保证人：海南教育文化科技联合开发公司

保证人：海南师范学院。

联系人

陈先生
张先生

陈先生
张先生

陈先生
张先生

陈先生
张先生

陈先生
张先生

陈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邮箱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

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二营

销服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成立日期：2010年

07月21日；负责人：黄锋；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

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第三层商铺；邮政编码：570102；联系

电话：0898-68569301；机构编码：000018460108001；业务范

围为：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

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二营销服务部

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

已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万宁营销

服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成立日期：2005年05

月27日；负责人：李剑；机构住所：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三

东路城北坡顶安置区（A 幢）6-7 间 1-2 层；邮政编码：

571500；联 系 电 话 ：0898- 36228125；机 构 编 码 ：

000018469006001；业务范围为：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万宁营销服务部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1年9月3日10:00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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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
价拍卖方式进行现场公开拍卖，现将第二次拍卖公告如下：一、本次拍
卖标的物：海南省文昌市清澜高隆湾沿海地段的81837.80平方米(约
123亩）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国用（2013）第W0305473号】。保
留价：人民币442157840元。竞买保证金：88431568元。二、标的物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9月1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年9月1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
款项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
1009689490004019。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
（2021）琼96拍1号竞买保证金。三、查封情况：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已查封上述土地使用权。四、抵押、租赁情况：无。五、瑕疵说明：
拍卖标的为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清澜
高隆湾沿海地段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国用（2013）第
W0305473号】，本次拍卖标的物按现状拍卖，现状具体情况以海南中
兴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兴华房估字【2021】字第
03043号房地产价值鉴定报告内描述为准，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作任何承诺和保证。六、
关于上述宗地土地闲置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以文自然资函（2021）1630号《关于协助处置文国用
（2013）第W0305473号闲置土地的函》的请求，将协助该局从上述宗
地拍卖所得价款中扣留3140.9348万元用于支付土地闲置费；上述宗
地属于围填海造地项目用地，并禁止商品住宅建设，需进行产业转型
重新确定用地性质后方能开发建设。七、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必须符
合上述不动产所在地限购政策规定的条件，具体限购政策规定可向当
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咨询。竞买人因不符合限购政策规定条件而导致不
能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
律后果亦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八、本次拍卖为整体拍卖，本次拍卖所产
生的所有税费依照法律规定由买受人和被执行人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
限公司各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华
海路海口经贸大楼9楼；联系电话：0898-66721736 13807653966 黄
女士；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7907、65301031。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96拍1号

新华社北京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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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崔天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秦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
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卓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吉布提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胡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
布提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孙功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毛里求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朱立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毛里求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陈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马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
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建设工
程抗震工作。建设工程抗震工作直接
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事关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提高建设
工程抗震防灾能力，降低地震灾害风
险，《条例》重点从五个方面就进一步
加强建设工程抗震及其监督管理作出
规定。

一是明确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抗震设防达标要求及相关措施。《条
例》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应当符合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相
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对建设工程抗
震负责，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
点监视防御区的重大建设工程等应当
编制抗震设防专篇，建筑工程根据使
用功能等因素实行分类设防制度，超
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当进行抗震设防审
批，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推动隔震减
震装置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并明确通
用技术要求。

二是规范已建成建设工程的抗震
鉴定、加固和维护。《条例》规定，国家
实行建设工程抗震性能鉴定制度。根
据抗震性能鉴定结果需要进行抗震加
固且具有加固价值的，应当进行抗震
加固，抗震加固时间、后续使用年限等
信息应当公示。对建设工程抗震构
件、隔震沟、隔震缝、隔震减震装置及
隔震标识等应当进行检查、修缮和维
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动、损
坏或者拆除。

三是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
防。《条例》规定，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

震设防的管理，提高抗震性能。对农
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程
的抗震加固给予政策支持，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灾后恢复重建
等，应当保证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
强制性标准。政府应当编制、发放适
合农村的实用抗震技术图集，并加强
指导服务、技术培训、示范引导等。

四是强化保障措施与监督管理。
《条例》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未
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未达到抗震设
防强制性标准的老旧房屋抗震加固给
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支持建设工程抗

震相关产业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明确
建设工程安全应急评估和建设工程震
害调查制度。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加强
对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建立完善抗震设防数据信息
库并实时共享数据，明确监管部门有
权采取的监督检查措施，建立建设工
程抗震责任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记录
制度。

五是强化法律责任。《条例》对违反
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
责任，强化责任追究，特别是加大了对
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 人民日报评论员

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有关议
员公布了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
新版。这份老调重弹的报告，继续兜
售所谓“中国实验室泄漏论”的弥天大
谎，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没有丝毫可
信度与科学性可言。这种毫无道德底
线的卑劣行径再次表明，为了政治私
利不断污蔑抹黑中国，美国政客已经
陷入了走火入魔的境地。

眼下，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全球快
速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接
近2亿例；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住
院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
严重反弹。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美国
政客却置本国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大
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
化，严重干扰和破坏病毒溯源研究的科
学性和严肃性，严重干扰和破坏全球疫
情防控合作大局。美国政客的所作所

为，实际上已成为病毒“帮凶”，堪称危
害更烈的“政治病毒”，这种行径既不道
德，也不得人心，只会以失败告终。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已有越来
越多2019年下半年全球多点多地出现
新冠肺炎病例的报道，仅在美国就有至
少五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早于美
国首例确诊病例报告时间。这也再次
说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
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
合作开展。然而，美国政客依然视科学
和事实而不见，执迷于政治操弄，“拿着
结论找证据”，大搞“有罪推定”，妄图将
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中国。为了实现

“实验室泄漏论”的预设立场，他们罔顾

事实、违背科学，竟然动用情报部门搞
溯源调查，甚至建议政府花钱买“证
据”。这种“溯源恐怖主义”，成为美式
霸权思维和霸凌行径的又一注脚。

人们看到，从美国上届政府喊出的
第一声“中国病毒”开始，美国一直在全
世界散布病毒污名化言论。这种政治
操弄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推卸美国
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为打压、遏制中
国的发展再找一个借口而已。为了实
现这个目的，美国四处挥舞“黑手”，通
过胁迫、施压等方式，妄图使科学家在
其霸权、霸凌面前低头，转而支持“实验
室泄漏论”。许多不愿屈服的科学人士
因此饱受人身攻击和谩骂威胁，有的专

家不得不辞职以维护其所坚守的科学
立场。正因如此，要推动新冠病毒溯
源，首先要彻底清理借疫情甩锅推责、
大搞歧视和胁迫的“政治病毒”。

公道自在人心，谎言终将破产。
美国借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的做法已
经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有智库近
日公布了在全球几大社交媒体平台进
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参与投票的全球
网民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
被政治化。截至目前，已有70个国家
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等
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强调中
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
维护。连日来，多国政要、媒体、专家、

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发声，谴责美国
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同美国裹挟少
数国家搞政治操弄、反对科学、歪曲事
实形成鲜明对照，充分反映了国际社
会的公义所在和人心向背。

世人不会忘记，2003 年，美国以
一瓶洗衣粉作为“证据”指责伊拉克拥
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洗衣粉
式栽赃”，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大污点
之一。今天，倘若美国还要故伎重施，
那将不仅是对科学的公然侮辱，更是
对中国的严重误判，对世界的巨大挑
衅。新冠病毒是全球公敌，病毒溯源
政治化也是全球公敌。我们正告美国
政客，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
注定不得人心。把精力放在抗击疫
情、拯救生命上，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
弄、甩锅推责的把戏，这才是对本国人
民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
事业负责的态度。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政治操弄注定不得人心
——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①

8月4日19时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多媒体贝塔
试验A/B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多媒体贝塔试验A/B卫星

食品、药品等领域被列入
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管理范围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赵文君）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等领域被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
失信管理范围，促使市场主体提升守法诚信经营
意识和水平。

这是记者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为推
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
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
管理办法》3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自今年9
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管理办法》构建统一规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
理制度，聚焦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等直接关系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强化信用约束和失
信惩戒，着力解决群众痛点、治理难点。

市场监管部门在构建信用监管制度框架之
初，提出“公示即监管”的理念。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公示企业注册登记备案、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有效展
现企业信用状况，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为鼓励违法失信当事人重
塑信用，信用修复的对象包括受到市场监管部
门行政处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当事人。通
过健全完善信用修复制度、规范信用修复程序
等，构建放管结合、宽严相济、进退有序的信用
监管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