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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卓亚家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与被执行人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21)琼01执2602号执行裁定，查封了
查封被执行人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广场路海口市椰树门广场人防工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
商铺575室和557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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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602号

琼海嘉积御皇之工艺品行：
本局于2021年3 月18 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

政处罚决定书》海综执市监处罚〔2021〕58号）。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没有履行：1、罚款人民
币壹拾万元整；2、没收违法所得壹万陆仟零伍拾元捌角；3、加处罚
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以上罚没款共计人民币贰拾壹万陆仟零伍拾
元捌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
局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收到本催告书后，
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
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人：史桂，联系电话：
13976383998，联系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市府后横路5号。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9月23日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海综执（市监）罚催〔2021〕3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吴岳与被执行人周世镜、范元玲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琼0106执

保16号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周世镜、范元玲名下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海甸六东路5号国瑞花园5号楼2单元1层102房[不动产权证

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06965号]。经本院发函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已将上述查封财产交由我院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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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267号

经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金林花卉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前，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500万元，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金为2500万元。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
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后，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金不变，即为20500万元，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接，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在
工商部门办理注销。与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者，
请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接洽，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视为
同意吸收合并公司的债权债务继承方案。特此公告。

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林婷婷；联系方式：
（0898）66526859、13876972245；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联系人：
肖文雅；联系方式：（0898）66526859、13976698823。

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林花卉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5日

吸收合并公告

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

遴选项目（第二次）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
采购需求: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一批

不分包,其他详见招标书《用户需求书》。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投标人资格要求:中基协登记合格私募基金管理人,详见招标

书。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1年9月26日至2021年10月12
日(上班工作时间)与招标人联系报名、获取招标文件(逾期后不接
受任何单位报名)。开标时间为2021年10月18日9时30分, 请
在此时间之前现场递交投标文件，地点为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国家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会议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
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
报》、《海口国家高新区门户网站》等媒介上发布。

联系人：戴磊 电话：0898-65717107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02)海中法经初字第170号
民事判决和权利人的申请，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聚联
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南聚联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
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
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文明东路187号华山大厦B栋501、
505、508、601、604、805、807、808、905、907、908、1201、1202、
1203、1204、1205、1206、1207、1208、1802、1803、1804、1805、
1808、2201、2202、2203、2204、2205、2206、2207、2208 房。因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处
置，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
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
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唐平0898-3666051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恢55号之二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26日10时至2021年10月2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进
行现状净价拍卖：1、符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名下罚没的涉案车辆
9辆（清单备索）。2、符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名下罚没的涉案房产
金锋酒店。特别说明：证载建筑面积 2100m2，证载土地面积
420m2。根据《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临房测报[2014]第 274
号），金锋酒店实测面积为 3728.64m2，已超出合法办证面积
2100m2，未办证面积1628.64m2；基底面积为683.13m2，超出土地面
积263.13m2。扩宽面积可以补办手续。展示时间及地点：10月21
日至22日；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临高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竞买
人须登录注册京东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
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925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合同编号
21011190370【借】-01
21011190347【借】-01
21011190553【借】-01
21011190467【借】-01
21011190019【借】-01
21011180225【借】-01
21011190522【借】-01
21011170757【借】-01
21011190597【借】-01
21011180038【借】-01
21011190598【借】-01
21011190536【借】-01
21011180362【借】-01
21011170400【借】-01
21011180506【借】-01
21011190381【借】-01
21011180500【借】-01
21011190565【借】-01
21011170654【借】-01
21011190438【借】-01
21011180756【借】-01
21011190280【借】-01
21011190196【借】-01
21011180625【借】-01
21011190274【借】-01
21011190362【借】-01
21011190144【借】-01
21011190436【借】-01

客户名称
李敏
杨玉林
李敏
罗丹
李永强
周静
李刚
刘秋生
张志弘
王卫东
孙玲
程笑
吴清华
吕诗能
包海田
黄德莲
王贤
李瑛超
何志刚
倪素华
林少丹
刘利君
潘德高
林志强
褚锟成
赵玲
谭惠丹
汤忠明

合同余额（元）
336,435.68
689,996.99

1,197,885.86
198,184.53
280,850.60

1,040,000.00
488,346.02
119,033.33
440,000.00
186,626.26

1,300,000.00
302,295.26
202,325.87
24,827.50

452,468.18
945,443.85
536,810.62
284,005.80
264,080.09
222,696.26
338,604.93
200,000.00
252,310.27
475,795.35
242,996.20
317,979.90
450,000.00
900,000.00

利息（元）
51,343.53

225,554.88
311,377.78
71,303.12

156,153.06
519,833.03
123,611.84
77,728.31
97,774.61
56,442.54

450,661.44
33,366.09

108,529.30
15,681.54

6.18
255,229.21
142,387.52
70,061.46

101,446.74
62,281.35

154,154.63
91,295.29
73,702.04

442,913.95
107,300.50
29,834.07

108,632.87
327,765.17

担保方式

商品房

抵押

序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合同编号
21011190061【借】-01
21011180396【借】-01
21011180509【借】-01
21011200015【借】-01
21011190513【借】-01
21011190440【借】-01
21011190249【借】-01
21011200018【借】-01
21011190479【借】-01
21011190190【借】-01
21011180774【借】-01
21011190159【借】-01
21011190567【借】-01
21011190181【借】-01
21011180517【借】-01
21011190373【借】-01
21011190024【借】-01
21011190521【借】-01
21011190250【借】-01
21011190334【借】-01
21011180028【借】-01
21011190247【借】-01
21011180630【借】-01
21011170101【借】-01
21011190516【借】-01
21011190349【借】-01
21011190158【借】-01
21011180678【借】-01

客户名称
林小盈
张林峰
吴宗保
刘滨
曲建
林有权
梁勇
符皓霖
吴袖明
许灵娟
樊桂彩
李玲
于伟慧
于方程
贺卫鹏
俞思吉
黄春容
龙玉梅
张杨生
赵元胜
刘旺旺
王泓璇
张事成
陈小龙
李明月
朱明达
李雄
陈元科

合同余额（元）
93,335.19

141,660.24
619,734.66
459,038.89
450,000.00
235,492.42
809,057.00
235,008.62
189,737.99
338,693.40
791,757.76
700,000.00

1,135,615.04
176,133.66
277,345.37
359,397.13
390,367.88

1,386,469.41
183,302.22
793,558.00
198,836.73
274,051.23
84,184.26

230,754.14
495,448.02
842,634.75
293,722.72
275,112.75

利息（元）
32,565.17
54,495.15

292,827.35
6,436.05

196,748.13
31,184.30

167,621.89
63,039.56
44,837.06
43,582.71

202,735.00
268,355.13
125,294.45
69,104.69

106,258.20
89,094.63

185,061.25
487,970.02

8,068.37
214,080.70
83,999.64

109,233.68
6,908.34

173,170.65
30,535.47
11,390.41
78,334.11
14,646.36

担保方式

商品房

抵押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李敏等56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可单户或组包转让），

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处置共涉及债权本金25,150,448.83元、利息7,463,950.54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债权资产所在地为海口市，具体

明细如下：

备注：利息计算截止至2021年9月8日，准确利息以合

同约定及法院裁判为准，此公告利息仅供参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拟处置

资产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

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与我公

司联系人接洽。

上述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东方邦

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辖内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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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邦信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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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

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4日。

联系人：吴经理

联系电话：13389855959

通讯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14层B

号房

邮编：5701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56763851（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期限自

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0月4日止。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5日

关于省道S307乌那线琼中段改建施工实施

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省道S307乌那线琼中段进行改建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

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管制
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1年9月25日至2023年3月25日。
二、管制路段：S307乌那线K0+000至K46+964段。三、管制方
式：管制期间,对S307乌那线K0+000至K46+964段总体采取
交替封闭左幅或右幅车道的管制措施,未封闭的车道双向通行。
部分路段施工期间采取全幅封闭的管制措施，来往车辆绕行线路
及时间安排具体如下:(一)2021年10月10日至2022年1月30
日。封闭S307乌那线K0+000至K5+054段车道,来往车辆经
S307乌那线乌石起点K0+000绕行至G224海榆中线 湾岭镇

004乡道 S307乌那线K5+054双向通行。(二)2021年10月
10日至2021年12月20日，封闭S307乌那线K24+820至K26+
600段车道,来往车辆经S307乌那线大保村村口K24+820绕行
至大保村路 加仔村 加林村 107乡道 阳江国营农场(中国
农业银行)路口 S307乌那线K26+600双向通行。请途经车辆，
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
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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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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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董
雪 潘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
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
国无权干涉。美方通过打“香港牌”破
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图
谋不可能得逞。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9月24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美国
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
清单》。请问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

赵立坚说，清单系统梳理了2019
年“修例风波”以来美方干预香港事

务、插手中国内政的种种劣迹，包括炮
制涉港法案、悍然实施制裁、污蔑诋毁
特区事务、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多
边串联施压等。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

干涉。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了
香港的法治，恢复了香港的安全和稳
定，保护了香港居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推动香港迎来由乱转治新局面。

赵立坚表示，美方应切实尊重中
国主权，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干扰

香港法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方
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纵容反中乱港势
力，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
终严重损害美自身在港利益。中方将
对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行径继续作出
坚定、有力回应。”

外交部：

美方打“香港牌”图谋不可能得逞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24日电 24日，中国外交
部对外发布《美国干涉香
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
力事实清单》，外交部驻港
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表示，
中方发布清单是对美方日
前发布“香港商业警告”、
制裁中央驻港机构官员等
霸凌行径的有力回击，是
对美长期以来违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干涉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的有力揭批，是
对一切外部干预势力和反
中乱港分子的有力警告。

发言人表示，这份清
单系统梳理了2019年“修
例风波”以来美方插手香
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的
种种劣迹。美方炮制涉港
法案，抹黑中方对港政策；
悍然实施制裁，妄图阻挠
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
大有关决定在港顺利实
施；污蔑诋毁特区事务，妄
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破
坏香港繁荣稳定；包庇支
持反中乱港分子，为其兜
售“港独”主张、散播政治
谎言提供平台，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为违法分子说
项；多边串联施压、纠集盟
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沆
瀣一气对香港事务说三道
四、指手画脚。这份清单
让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卑
劣手段和险恶用心进一步
大白于天下。事实一再表
明，美国就是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的最大幕后黑手，
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发言人表示，这份清
单是对企图干预中国内
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外部势力敲响的“警世钟”。
清单的发布向世界昭告，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不容挑战，中国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不容置疑，香港的团结、和谐、稳定
不容破坏。

新华社香港9月24日电（记者刘
明洋）外交部24日发布《美国干预香港
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表示，全力支持外
交部发布上述清单，罗列美国干预香
港事务及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恶行。

特区政府指出，美国多年来勾结

反中乱港势力，利用别有用心的机构
和人士散播反中言论思想，煽动情绪，
鼓吹“港独”“自决”等主张，严重危害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亦成
为国家安全的缺口，自身的繁荣稳定
亦岌岌可危。

特区政府强调，外交部现今清楚

揭穿美国的恶行，铁证如山，香港市民
可以掌握事实并清楚了解香港在过去
多年一直受到外部势力干预，不要让
美国的图谋得逞。

特区政府表示，感谢中央果断行
动，在关键时刻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让特区政府能够按照香港国安法，防

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其后再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防止反中乱港分子借选举进入特区政
治体制，从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
者治港”原则。

特区政府强调，事实上香港社会现
在已经由乱转治、由治及兴。香港的营

商环境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非但不受影
响，还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下商机无限。

特区政府表示，将继续坚定执行
香港国安法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
治港”原则，坚决反对及防止外国势力
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香港特区政府支持外交部发布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国务院港澳办发
言人24日应询表示，外交部发布有关“事实清
单”，是对美国一再污蔑抹黑中国政府对香港管
治和悍然对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所谓制裁的有力
回击。我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有记者问，中国外交部网站9月24日发布
了《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
清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在答
问时作上述表示。

发言人指出，从“事实清单”中，人们可以
看到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是
何等的卖力、何等的赤裸裸、何等的肆意妄

为。透过这些确凿证据，人们更可以认清美国
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问题上奉行的虚伪

“双标”、执迷于当教师爷颐指气使的霸权本质
和企图通过搞乱香港来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
用心。

发言人还说，但美国的如意算盘终究是
打不响的。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和香港
选举制度的完善，已使香港由乱转治并由治
及兴。任何外部干预都不可能动摇中国政
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
心，都不可能阻挡“一国两制”航船继续劈波
斩浪前进。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支持外交部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
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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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9月24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24日发表谈
话表示，我国外交部当日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
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将其从2019
年“修例风波”以来制造香港社会动荡的累累恶
行公之于众，是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有力揭
露，也在国际社会上立此存照、以正视听。我们
坚决支持这一必要的正义之举，美国借搞乱香港
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发言人表示，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我们对一切干涉中国内政、损害国家利益和尊严
的言行，必将作出必要、正当的反击。从对等制

裁美国有关人员和实体，到出台反外国制裁法，
再到发布“事实清单”，充分彰显我国坚决反对外
部干预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

发言人强调，时代大潮，奔腾向前。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香港由乱转
治、由治及兴的步伐不可阻挡。随着“一国两制”
治理体系不断完善，香港必将实现长治久安和长
期繁荣发展，这是香港广大市民福祉所系，对包
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者也是有利的。我
们奉劝并正告美方，及早认清大势，那些企图“以
港遏华”的外部势力，必将在中华民族捍卫国家
利益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

美国企图搞乱香港
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