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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秀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50号。建设单位根据市场
经营需求调整办公户型，不涉及各项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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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至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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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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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秀广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关于《四季椰林屠宰文昌鸡食品加工及椰子
食品加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季椰林屠宰文昌鸡食品加工及椰子食品加工项目（以下简

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园区内，已签订土地出让

合同，证载用途为工业，总用地面积为33966.56 平方米（折合

50.95亩），建设单位为海南四季椰林食品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已经专家评审会及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

间规划组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文昌市东路镇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该项目总建筑面积43430.27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

13179.02平方米，容积率1.29，建筑密度38.80%，绿地率11.33%，

建筑层数7层（24米），停车位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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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文件，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相关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1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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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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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8日

澄迈县老城镇人民政府关于坟墓迁移的公告
为确保澄迈县老城镇海蓝福源南二区项目顺利进行，需对项目

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经澄迈县老城镇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及与附
近村民小组多次联系，截至目前该项目用地范围内还有三座坟墓无
人认领，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一、无人认领坟墓位置：项目位于澄
迈县老城镇北二环路北侧、欣龙北路以西（老城国用[2007]第1012号
及1015号）。其四至为：东至欣龙路；南至北二环路；西至东水村用
地；北至盈滨内海。无人认领三座坟墓位于碧海蒙苑北侧围墙与项目
用地交界处东北角附近，均为无墓碑土坟。二、无主坟墓搬迁要求：
（一）为不影响项目的正常推进，请坟墓相关权利人自2021年9月28
日至2021年10月2日凭有效证件到老城镇人民政府四楼征地办办
理有关手续，及时迁移坟墓。逾期未申报搬迁的坟墓，视为无主坟墓处
理。（二）搬迁事宜咨询及联系人：陈小姐，17763993535。特此公告。

澄迈县老城镇人民政府
2021年9月28日

撤销清算公告
海南忆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3584188X6）因公司要继续营业，经股东决定：

解散2017年5月3日成立的海南忆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清

算小组，免去商小刚清算组组长职务，免去商小刚、夏金均、

王美莲清算组组员职务，特此公告。

海南忆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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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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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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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92、
66563178；邮件地址：fuxian@coamc.com.cn；通讯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大同路38号中银大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194(我分
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
管局 电话：0898-68563046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
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9月28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成都安舒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39,699, 857.8元

利息
15,443,418.57元

担保情况
土地、在建工程和动产抵押；股权质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成都安舒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2021年9月20日）：

公告
尊敬的中国电信客户：

由于广信机房至丽晶0304光交的48芯光缆因自然灾害
导致光缆损伤，存在安全隐患，需要介入光缆450米左右，对
该光缆进行割接，排查安全隐患。我公司已于9月28日凌晨
00:30-04:00对此条光缆进行优化割接。届时，金鹿工业园
内的广信机房的IDC业务受到影响。如割接后您的电话和
宽带业务仍不能正常使用，请直接与以下人员联系，我们将
第一时间为您修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施工队长：莫传雄13876833001
项目责任人：陈沿伺1778987620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1年9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恢174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与被执行人三亚
联合证券交易部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1)琼01执
恢174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三亚联合证券交易部名下位于
三亚联合证券交易部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5
号B栋171房和三亚市解放路食品厂南区5#楼1802号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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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符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56327、66753852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 琼01破7号

2021年5月21日本院作出(2021)琼01破申13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王禄安对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并于2021年9月16日指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海南分所为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1月30
日前，向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
址: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803;联系人:
刘 金 凤; 联 系 电 话:0898- 68541408，13876685737，
13637645651，传真：0898-68542303)。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9日08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胡仕明与被执行人郑生文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9）琼0105民初6736号民事调解书。在诉讼
保全阶段，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郑生文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江路16
号蓝水湾一期6#流水阁A单元701房（不动产权证号：HK256915）房
产，现拟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须自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上述房屋的承租人也须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进行书面申报，逾期未申报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法官 电话：1868977733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西255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5执恢131号

受委托，由我司对海南易博园温泉花园酒店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进行公开拍卖。该公司开发的易博园酒店项目，一期建设已经
完成结构封顶，目前正准备进行外立面装修；项目用地面积62923平
方米（酒店餐饮用地，容积率0.8，地块号：469028100437GB00445，
终止日期为2054年2月24日）。拍卖参考价：1.6亿元人民币。现将
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1年10月 30 日上午10时 。2、
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04房。3、标的展示
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0月 29 日17：00
时止。4、咨询及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
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10月29 日12：00前到账为准
（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08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
卖，过户手续由委托方配合买受人办理，过户费用由买、卖双方依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66533938、18289655888、1868952147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10月13日15时整以整体现状第

二次拍卖如下资产：

标的名称：三亚市吉阳区育新路下抱坡村的地上附着物苗木共

2201株苗木资产，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保证金账户名称：海南

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 ：农行海口龙昆支行 ；账号 ：

21139001040001861）（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

12日17时）。

参考价：人民币731,620.80元

标的情况说明：该项标的为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育新路下抱坡村

苗木迁移基地内, 苗木树种为乔木类和灌木类，其中乔木类分别为：

椰子树、狐尾椰子、高杆蒲葵、老人葵、油棕、三角椰子、蒲葵、中东海

枣、大王棕、高山榕、凤凰木、重阳木、小叶榕、大叶榕、印度紫檀、芒

果、小叶榄仁、火焰木、风铃木、非洲楝、刺桐、垂叶榕、盆架子、长叶

马府油、木棉、青皮木棉、盾柱木、吊瓜、大叶紫薇、亚里垂榕、美丽异

木棉、橡胶榕、大王椰、假苹婆、麻楝、杨桃、宫粉紫荆、红风铃木、花

梨木、海南红豆、腊肠树、银桦和毛萼紫薇等43种苗木。灌木类分别

为：酒瓶椰子、散尾葵、美丽针葵、旅人蕉、三角梅、垂叶榕、龙血树、

鸡蛋花和烟火树等10种苗木。标的苗木的种类及数量以存放现场

当前现状为准，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瑕疵不作任何担保。

拍卖地点: 三亚市迎宾路房地产服务中心6楼会议室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10月8日至10月9日。

报名截止时间：请于拍卖前来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

流园（二期）A区11层B1101、1102号

联系方式：0898-66825575 13976607840 安先生

监督电话：0898-88217917 王女士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1001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博鳌海鸭湖颐园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建设单位为海南信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

119103.1m2（约178.65亩），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文山路。公司现向我
局申报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
总建筑面积66802.49m2，计容建筑面积35730.93m2，容积率0.3，建
筑密度24.99%，绿地率40%。其中A03-01地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为：用地面积94967.43m2,总建筑面积55685.89m2，计容建筑面积
28490.23m2，容积率0.3，建筑密度24.99%，绿地率40%。A04-04
地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用地面积 24135.67m2,总建筑面积
11116.6m2，计容建筑面积7240.7m2，容积率0.3，建筑密度24.99%，
绿地率40%。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28日至10月12日）。2.公
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
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
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
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7日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国务院
日 前 印 发《中 国 妇 女 发 展 纲 要
（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
纲要（2021－2030年）》（以下分别简
称妇女纲要和儿童纲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和
家庭工作，妇女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
性新成就。制定实施两个纲要，对于
深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
先原则，促进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在新
时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两个纲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儿童发展道
路，规划部署了未来十年妇女儿童发
展的目标任务。

妇女纲要提出，到2030年，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得到深入贯彻落实，促

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
机制创新完善；妇女平等享有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健康水平持续
提升；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素
质能力持续提高；妇女平等享有经济
权益，经济地位稳步提升；妇女平等
享有政治权利，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
社会事务管理的水平逐步提高；妇女
平等享有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支持家庭发展的
法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广泛弘扬；男女平等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妇女发展环境更为

优化；法治体系更加健全，妇女合法
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妇女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围绕健
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
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8个领
域，妇女纲要提出75项主要目标和
93项策略措施。

儿童纲要提出，到2030年，保障
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健
全，促进儿童发展的工作机制更加完
善，儿童优先的社会风尚普遍形成，城
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儿童发展差距明
显缩小；儿童享有更加均等和可及的

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更加普惠和优越
的福利保障，享有更加和谐友好的家
庭和社会环境；儿童在健康、安全、教
育、福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等领域
的权利进一步实现，思想道德素养和
全面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围绕健康、安
全、教育、福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
7个领域，儿童纲要提出70项主要目
标和89项策略措施。

两个纲要从完善实施工作机制、
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监测评估
等方面提出组织实施要求。

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
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近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印发《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
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
规协调机制，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的重要举措，对于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价值
导向和内在逻辑的统一，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
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
法入规协调机制作了具体规定，明确

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
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工作，研究解决
审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明确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范围，主
要是每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立

法工作计划中的相关立法项目以及有
关司法解释。《意见》还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工作程序作出
规范。

《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宣传部可参照成立省级协调

机构，对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以及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等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法入规审查。制定部门规章、司法
解释性质文件、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
和党内法规、社会规范等，要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
求。有关部门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按
照工作职责对有关立法项目是否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审查，使
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更好体现国家
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
的价值准则。

中宣部等印发《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的意见》

据新华社香港9月27日电（记者
黄茜恬 王茜）香港特区政府27日发布
《香港营商环境报告：优势独特 机遇无
限》指出，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
选举制度，有力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营
商环境。香港营商环境重回正轨，优势
突出，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作为香港回归以来发布的首份营
商环境报告，整份报告共68页，分为

5个部分。报告引言指出，在“一国两
制”的基础上，香港长期保持有利营商
的制度优势；第一章讲述“修例风波”
和美国遏华战略对香港经济和营商环
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第二章讲述制

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及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有力维护了香港社会稳定和
营商环境；第三章讲述香港营商环境
重回正轨，优势突出，未来发展空间不
可限量；结语通过列举客观事实，充分

证明香港社会经济雄厚的底子和强大
的韧性，以及香港营商环境的优越性。

报告指出，有着“十四五”规划赋
予的独特定位，加上大湾区建设带来
的无限机遇，将给香港提供新的经济

增长动力。
报告认为，中央政府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为香港长治久安及稳定发展
奠定基础，保持既安全又充满活力的
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长远稳步发展。

报告提到，2021年上半年香港经
济回升，同比增长7.8%，失业率也由
7.2%高位回落至4.7%。物业市场亦
恢复活跃；金融市场形势向好。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

图为鲁山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部分人类头骨
化石。 新华社发

河南发现距今3.2万年
人类头骨化石

据新华社郑州9月27日电 3万多年前的人
类住在哪、悬崖边的“豪宅”有多大……27日，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
县仙人洞遗址发现距今3.2万年人类头骨化石，
对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仙人洞遗址已发掘出人牙和头骨断
块。此外，还有动物碎骨1万余块，目前可鉴定标
本287件，种属有普氏原羚、普通马、羊、棕熊、鹿、
野猪、狼及一些啮齿类小型哺乳动物等，距今约3
至4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