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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分行2021-2024年固定资产统保服务项目

三、采购标的：1家固定资产保险经纪公司，有效期三年。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供应商或其所投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

入名录》。

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

《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

5.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

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7.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0日止，至少具有1个固定

资产相关保险（至少包括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和车险其中之一）经纪服务入围或成交案

例（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并提供合同复印件或用户证明材料）；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陈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有关要求
（一）本项目只接受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须出具授权

书）当面报名，不接受其他非现场方式报名。

（二）报名供应商须完全满足供应商基本条件的有关要求，且

能够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所有证明材料必须加盖公司公章，文

件须用软面封皮胶装并逐页编制页码。报名供应商应逐条证明

其符合报名基本条件，证明材料包括以下材料：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如由授权代理人报名的）。

2.合法有效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证照）。

3. 截至报名当日，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相关

网站查询截屏或信用报告。

4.合作经历证明材料。

七、声明
1.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文件

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2.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将可能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
2021-2024年固定资产统保服务项目公开报名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18日10时至2021年9月19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pro.jd.com/mall/
active/2r1Hv3obemXQc8MWuWTU92wgSCXN/index.html）
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
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二、标的展
示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9月19日17:00时前在标的
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
过户税、费（包括违章罚款）等均由买受人承担。四、优先购买权人
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
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
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
15120880606。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
情可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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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
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在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
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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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2.5%股权

海口鸿实造林有限公
司33.34%股权

海口悦海执信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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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平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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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4G网管网络

系统进行版本升级操作。届时，割接地区的4G手机通信业

务使用不受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1年9月9日0:00－4:00-9月10日0:00－4:00，对中

兴两套4G网管EMS/OMMB进行版本升级操作。升级期

间4G业务不受影响，网管会短暂中断2个小时。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九月八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 年 9月10日

00:00－06:00对海口市秀英区水头村片区网络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ITV、上网、语音等业务使用

将受中断6小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九月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407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李强、宋艳惠、郑桂英、李晓森、石家庄市汉德璐商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1)琼01执2407号执行裁定，
查封被执行人郑桂英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丽景路20号金外
滩2B号楼201房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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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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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联系人:覃茂仕 联系方式: 0898-66756327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3日10时至2021年9月24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3.cn/50YBn-z）上公
开拍卖标的：海口市海甸岛二路水岸阳光B座E栋E2-2-2铺面（无底价
拍卖），评估价10386517.5元，起拍价1元，保证金1100000元。一、有
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
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二、标的展示时间：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9月22日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
除外）。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
物业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
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
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一：
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15120880606；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情可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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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项
→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
价页面；也可直接在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拟确权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城东洋上村（府城公寓），土
地面积为933.14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至巷；南至巷；西至巷；北至
巷。经审核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099880、HK091349号房屋
所有权证等房产登记资料，该宗地原土地使用权人为王娟、王达亚；
黄积林、徐光兴；潘国美、周章和；谢于政、谢泽长；吴爱莲、李梅三；吴
桂荣。现拟将上述宗地确认为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确认为
府城公寓全体业主共有。

如对上述宗地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
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权利人办理确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詹贤武；电话:6580939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资规琼山〔2021〕241号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商铺、土地招租公告项目编号：XZ202109HN0212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商铺、土地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1、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99号房屋一层四间铺面；2、五指山市
三月三大道99号房屋二、三、四层；3、五指山市毛阳林业站南侧
1—4号铺面；4、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99号土地；5、五指山市毛阳
昌化江山地（槟榔地）。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10000元、156000元
不等。二、租赁期限：三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
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1年9月
8日至2021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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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
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9月8日

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国家帆船公共码头游客中心招商公告
为了做好海口国家帆船公共码头游客中心后续商业业态调整，

海旅集团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商，诚邀符合条件的合作单位或个
人与我们联系报名。

一、项目概况：（一）海口国家帆船公共码头游客中心。海口市国
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是亚洲较大规模的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公共码
头游客中心是由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隈研吾先生设计，位于秀英港
码头西侧，共三层，总建筑面积约2700平方米。

二、招商业态：诚邀国际国内知名咖啡、日料、西餐、啤酒屋等特
色餐饮（进驻商家须保证游客中心接待和市民驿站的服务功能，该经
营建筑未接通燃气管道，排烟管道需承租方进场改造）。

三、合作形式：整体承租或合作经营，具体方式洽谈确定。
四、招商合作方资格要求及报名须知详见以下链接/公众号中

《海口国家帆船公共码头游客中心招商公告》具体内容。
（1）海旅集团网址：http://www.hitour2005.com
（2）微信公众号：海旅集团
五、联系人及电话：杨先生 陈女士
0898-68511631、68511635转8033、8032

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海南鸿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江东新区鸿宝集
团海南自贸港投资总部项目位于海口市南渡江东岸江东新区
起步区CBD 地块D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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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励面积共计667平方米
（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10天（2021年 09

月 08 日至 2021 年 09 月 17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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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云天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09月08日

海口江东新区鸿宝集团海南自贸港投资总部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公告期限：2021年9月8日起至2021年9月16日。公

告期内，我司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等
相关事项。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我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
前，我司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资格的投资者
承担任何责任。

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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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所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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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六、联系人、联系方式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

司，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

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9月8日

预定工作时间
2021年9月8日
2021年9月8日-2021年9月16日下午15:00前
2021年9月8日-2021年9月16日上午12:00前

2021年9月16日下午15:00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收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1100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对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整体转让我司持有的
海南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债权，本次债权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方式。

本次拟转让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117,654,608.56元。上述债权金额的计算截至2021年8月30日，2021年8月30日之后产生的
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上述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协议约定计算所得，
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准。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
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一、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
二、付款方式：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三、竞价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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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在符拉
迪沃斯托克出席主题为“世界
变局背景下的远东新机遇”的
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
不应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
化，而应努力共同抗击疫情。

俄罗斯总统官网“克里姆林
宫”称，普京当天在论坛全会上回
答主持人有关“如何看待美国情
报部门上周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
报告”的提问时说，了解这种或那
种现象的原因、根源是正确的，但
一些国家对疫情搞政治操弄是巨
大的错误。所有研究都应该以客
观材料为基础，搞政治操弄只会
让人远离真相。

普京说，当前形势下要摒弃
政治化，共同抗击疫情及其后果，

“这对全人类都极为重要。那些
搞政治操弄的人，他们自己在抗
击疫情的斗争中犯了巨大的、灾
难性的错误。”

普京进一步强调，经济高度
发达、生产大量疫苗的国家拥有
更多的疫苗接种机会，其目的在
于保护本国人口。从广义上讲，
它们在保护全人类方面做得很
少。后果是，新冠病毒就像回旋
镖一样回来，不断地围绕地球旋
转，这种现象反映在因疫苗接种
比例低、受保护程度不够的非
洲。同时，还存在人道主义问
题。西方国家甚至拒绝取消会妨
碍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限制性
措施，例如针对伊朗、委内瑞拉等
国的制裁措施，“人道主义何
在？”

（光明日报记者 韩显阳 原
载《光明日报》2021年9月5日第
08版）

美国1964年通过了
《民权法案》，法律上的种
族隔离从此不复存在，但
横亘在人们心中的种族鸿
沟始终难以弥合。专家指
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是一系列社会问题产
生的根源。美国两党在如
何看待种族问题上分歧巨
大，要想实现种族平等绝
非易事。

普
京
：
不
应
将
病
毒
溯
源
政
治
化

■ 人民日报记者 张梦旭

核心阅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5月
发布的《2020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
报告》显示，在家庭收入、住房、银行
信贷、就业、教育等方面，非洲裔均
落后于白人和美国社会平均水平。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凯尔·梅
斯指出，在美国，从不同族裔入狱
率、财富差距到教育不平等，众多指
标显示，少数族裔所遭受的痛苦远
超其人口比例。

“在种族问题上，美国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国家”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如此评
价美国的种族问题：“在种族问题上，
美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国家。美国内
战结束156年后，‘一个作为全球自由
灯塔的国家’却无法弥补其奴隶制的

‘原罪’。”资料显示，1619年，第一批
有记录的非洲黑人被运抵北美詹姆斯
敦，开启了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片“新大
陆”惨遭奴役的血泪史。据“跨大西洋
奴隶贸易数据库”统计，在奴隶贸易史
上，1514年至1866年间至少有3.6万
个“贩奴远征队”，累计有超过1250万
非洲人被贩运到“新大陆”，途中死去
的人不计其数。

《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
等”，但享有这一所谓“平等权利”的
人并不包括奴隶和非洲裔美国人。
从独立战争到美国内战的几十年
间，白人奴隶主残酷对待和羞辱奴
隶。直到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
后，美国才颁布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宣布废除奴隶制，但南方各州纷纷
制定歧视非洲裔的法律，实行种族
隔离，确立白人至上的统治秩序。
非洲裔美国人被剥夺选举权、平等
受教育权等公民权利。

发生于百年前的塔尔萨种族
屠杀事件是美国种族史上黑暗的
一章。1921 年 5 月 30 日，一名 19
岁的非洲裔擦鞋匠被指在电梯里

“侵犯”一名 17 岁的白人女孩，由
当地白人主办的报纸次日对此进
行了添油加醋却无实据的报道。5
月 31日至 6月 1日，白人暴徒袭击
并纵火焚烧格林伍德黑人社区，甚
至动用飞机从空中投掷自制燃烧
弹。事件造成约 300 名非洲裔美
国人遇害，逾 1200 栋住宅和商铺
被烧成瓦砾，约 1万名非洲裔居民
流离失所。事后，没有暴徒被起
诉，遇害者亲属和幸存者也未得到
赔偿。当时，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盛

行，加上联邦法律和政策在建筑标
准、住房贷款、道路规划等方面存
在种族歧视，多数非洲裔家庭无法
重建家园。美国媒体指出，今天还
有很多美国人不知道塔尔萨种族
屠杀事件。

“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
社会和所有机构的系统性
特征”

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乔
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肖万跪压致
死。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的哀求，
再一次将美国种族主义痼疾之痛大曝
于天下，由此引发的抗议浪潮席卷全
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说，弗
洛伊德事件再次揭开了美国长久以来
存在的种族创伤，非洲裔在美国忍受
了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贫困率、失业
率和警察暴力。

根据美联储发布的《2020年美
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从家庭收
入来看，约41%的非洲裔家庭年收
入低于 2.5 万美元，白人家庭的这
一比例为 21%，美国社会总体为
28%。仅有16%的非洲裔家庭年收
入高于 10 万美元，而白人家庭为
33%，美国社会总体为 29%。数据
显示，在就业领域，受疫情影响，
2020年底，美国成年人就业人数比
2019 年减少了 4 个百分点。在 25
岁至54岁主要就业人口中，非洲裔
遭解雇的比例高达 23%，远高于白
人的 14%。

非洲裔在银行信贷领域也面临

着较严重的歧视。约 40%的非洲
裔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或无法获
得银行充足服务。银行拒绝向非
洲裔提供信用卡、借贷等主流金融
服务的情况屡见不鲜；白人中这一
比例为 12%。在申请贷款时，约
41%的非洲裔遭拒绝，白人的这一比
例为19%。

在执法领域，非洲裔美国人也遭
到更多的歧视和暴力对待。美国斯坦
福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美
国各地警察部门的1亿次交通拦截，
发现非洲裔司机被警察拦截的可能性
比白人司机高20%。一旦被拦下，非
洲裔司机遭搜查的概率是白人司机的
两倍。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2019年
非洲裔约占美国人口的13%，但几乎
占该国监狱囚犯总数的1/3。这相当
于每10万名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
1000多人正在被监禁，比例是白人的
5倍多。

美国警察基金会的报告指出，
种族偏见持续影响着执法部门对待
非洲裔美国人的方式。自从美国建
国以来，“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社会
和所有机构的系统性特征”。现实
中，执法人员对非洲裔美国人先入
为主的种族形象定义，更加深了非
洲裔美国人对执法人员的不信任感
和摩擦。承认美国执法领域隐性和
显性的种族偏见，对于美国执法部
门来说是当务之急。

“我们无法假装这些系
统性种族歧视不存在”

美国《史密森尼杂志》指出：“美国

有着令人煎熬的种族主义历史和现
实，正视美国制度中根深蒂固的种族
不平等，以及对非洲裔漫长和痛苦的
暴力史，是激发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
关键一步。”但是，美国两党在如何看
待种族问题上分歧巨大，要想实现种
族平等绝非易事。

美国白宫日前颁布了一项在全
美范围内推动种族平等、缩小种族
间财富差距的计划，并致力于推行
在全美公立学校设立“批判性种族
理论”课程，让青少年了解美国种族
史上黑暗的一面。民主党掌控的国
会众议院再度通过移除国会大厦内
美国历史上维护奴隶制人物的纪念
雕像的法案。但是，以弗洛伊德名
字命名的警务改革法案已在美国国
会参议院搁浅数月之久。围绕如何
看待和讲述美国建国和蓄奴历史，
两党纷争不已。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公共政
策的专家拉肖恩·雷说，美国存在
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非洲裔美国人
比白人更有可能在人均教育经费
投入较少的学校就读。即使就读
常春藤盟校，他们也更难找到工
作。事实证明，有犯罪记录的白人
比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洲裔更容易
找到工作；在相同信用评分下，非
洲裔更难获得住房贷款；非洲裔妇
女更有可能遭遇妊娠并发症和孕
产妇死亡……隐性歧视深植于美国
的文化、传统、规则、政策和法律当
中，“我们无法假装这些系统性种族
歧视不存在”。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6
日第16版）

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