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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12月20日 星期一A15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昀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共计39户借款人及所涉及担保人等相关联系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和其它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昀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特将债权转让事实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海南昀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昀
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58114263
邮箱：5632267@qq.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市民街99号世包国际中心西塔楼2805室
邮政编码：3100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昀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债务人名称

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五指山第一村
海南金达旅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康宝实业有限公司（五指山康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指山振兴扶贫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田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百果园种猪场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孔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畅好乡农场
五指山市菜蓝子工程有限公司
五指山万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大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民生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南圣镇文化农场
屯昌江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南飞实业发展总公司（海南屯昌南飞实业发展总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5,000,000.00

25,800,000.00
5,550,000.00
5,500,000.00
4,10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2,300,000.00
2,000,000.00
1,800,000.00
1,748,814.00
1,6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602,000.00
1,460,000.00
4,960,757.04
8,820,000.00

利息
7,165,410.38

24,473,434.58
19,676,087.91
5,089,071.52

10,495,045.03
2,708,166.40
4,244,188.02
1,814,390.85
2,481,444.92
2,983,194.68
4,884,702.44
2,945,940.26
1,326,680.09
1,348,876.47
1,227,905.95

603,097.18
1,603,624.17
5,579,455.26

17,180,190.69

合计
12,165,410.38
50,273,434.58
25,226,087.91
10,589,071.52
14,595,045.03
6,708,166.40
7,244,188.02
4,114,390.85
4,481,444.92
4,783,194.68
6,633,516.44
4,545,940.26
2,326,680.09
2,348,876.47
2,227,905.95
1,205,097.18
3,063,624.17

10,540,212.30
26,000,190.6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昀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序号

39

屯昌鹰平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恒绿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新兴镇水果农庄有限公司
屯昌南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屯昌县南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日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新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恒硕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南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松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金源养殖有限公司
屯昌县豪园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宏利水果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富洪生猪饲养实业公司
屯昌县明珠农业有限公司
屯昌洪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万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树信科技农业扶贫有限公司
屯昌县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海南华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8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1,650,000.00
3,000,000.00
1,720,000.00
2,000,000.00
3,700,000.00
2,4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21年6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4,897,770.59
5,275,605.57
1,473,737.02
2,725,800.56
1,991,977.72
1,881,114.16
1,706,368.67
2,310,706.42
3,797,838.24
1,751,602.12
3,797,127.52
8,307,098.02
3,601,023.39
1,460,965.04

779,327.51
1,289,814.50
1,129,690.07
1,466,394.06
1,626,555.48

利息
239,931.89

7,897,770.59
8,275,605.57
2,273,737.02
4,225,800.56
2,991,977.72
2,881,114.16
3,206,368.67
3,960,706.42
6,797,838.24
3,471,602.12
5,797,127.52

12,007,098.02
6,001,023.39
2,460,965.04
1,279,327.51
2,089,814.50
1,929,690.07
2,466,394.06
2,626,555.48

合计
239,931.8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1〕364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

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
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
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
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
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产权申
请人

陈文坚
陈文毅

土地坐落

海口市琼山
区马坡开发
区第右4排
2号

分摊土
地面积

130m2

权属来源

（1989）琼房卖字
第7号《买卖楼基
合同书》、0021213、
0007672号发票

原土地使用者

琼山县房地产开发
总 公 司（琼 国 用
[1988]79号文）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符女士，联系电话：65809392）

债权转让公开竞价公告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于近期将三亚中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良贷款债权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转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21年10月31日，三亚中伟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8,999,999.90 元，正常
利息为人民币 8,590,500.00元，罚息为人民币2,503,054.16 元，
复利为人民币891,065.77元，合计人民币 80,984,619.83 元（备
注：实际本息数额以计算至交易基准日本息数额为准），五级分类
状态为可疑。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竞买人须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
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备注：原则上，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优先）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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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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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购买的人
员不得参加竞买。

三、公告期限：2021年12月20日起至2021年12月24日
（连续5天），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
保证金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
公开竞价时间暂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00。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赵先生：13379958632，辜小姐：
18976869763；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898-
66505993。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31号海南银
行总部大楼。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N21住宅楼项目位于海口市金垦路58号，项目于2016年4月
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将该住宅楼首层增加门厅、门廊，调
整消防控制室布局及面积；二至二十六层核心筒增加连廊，相应调整
原D户型（现D /E户型）；屋顶层取消电井、水井及加压泵、水箱、空
气源热泵，增加一个风井，调整机房楼梯及风井布局。方案调整后，
地上建筑面积调整为18843.89m2，计容面积由17933.91m2调整为
18116.41m2，增 加 182.50m2，占 地 面 积 由 720.56m2 调 整 为
744.93m2，增加24.37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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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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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N21住宅楼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凤凰花城·万花坊花卉园艺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华路1号万
花坊小区内。由于该房屋定性为“危房”现建设单位申请按原拆原建
方式建筑，申报方案建筑规模、立面风格及建筑布局与原批方案基本
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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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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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凤凰花城·万花坊花卉园艺中心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为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切实做好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万宁
市山根段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工作，需要对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万宁市
山根段项目范围内的坟墓进行搬迁。为确保坟墓所属户主的正当利
益，规范办理坟墓搬迁补偿手续，按时发放坟墓搬迁补偿款。经研
究，决定对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万宁市山根段项目征地范围内尚未搬
迁的坟墓进行重新核实登记确认，登记期限为7天（即从2021年12
月20日-2021年12月26日）。请位于征地范围内的坟墓户主在规
定登记期限内到项目服务组进行登记确认，登记期限结束后，凡未按
规定登记的坟墓，一律按无主坟墓根据相关政策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多健 13518079329）

山根镇人民政府 万宁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2021年12月20日

山根镇人民政府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万宁市山根段项目用地征收公告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1年12月20日至
2022年1月18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对本公示
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协议出让：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
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

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 5号国贸中心
15C室；2、联系人：林先生 邢女士；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07610388。

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
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2年1月19日上午10
点30分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0日

文土告字〔2021〕41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1）-16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重兴镇光大村委会
槟榔水村地段

面积（m2）

928.01（折合1.392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供燃气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2

建筑
密度

≤15%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12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1年12月20日至
2022年1月18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对本公示
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协议出让：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
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

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 5号国贸中心
15C室；2、联系人：林先生 邢女士；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07610388。

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
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2年1月19日上午10
点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0日

文土告字〔2021〕40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9）-11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潭牛镇企堆村民委
员会美孝杨村地段

面积（m2）

1044（折合1.566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供燃气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2

建筑
密度

≤15%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12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7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土建项目将于近期招标，

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选

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二、代理范围：印刷中心土建工程（含施工、监理、第三方跟踪审计）项

目全过程招标，项目概算总投资：约38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
(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

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

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

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

理工作方案；(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

的基础上，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

构单位。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

月 24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伍先

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
向社会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
有限责任公司。二、代理范围：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项目总投资：
约26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
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
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
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
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
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理工作方案；
(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的基础上，
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构单位。
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
24 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
伍先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海菱电子有限公司和海南华旗实业投资公司
两宗债权及附属权利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309
受委托，海菱电子有限公司和海南华旗实业投资公司两宗债权

及附属权利分别挂牌转让：

公告期：2021年12月17日至2021年12月30日。详情登录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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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生、65237542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66558023
李女士。监督电话：68582285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汪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20日

标的名称
海菱电子有限公司债权及附属权利

海南华旗实业投资公司债权及附属权利

挂牌价
300万元
330万元

保证金
60万元
66万元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
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25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2日17:00（以保证金到账

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于

标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1年12月22日17:00前到我

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
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

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

交款）、第202112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

于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
为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
04）和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
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4、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
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
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
于三亚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
jhgh/202006/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5、委
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考网址：http://www.sanyawanmei.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拍卖：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

（第20211224期）

一、招标人：五指山市交通运输局

二、标的：五指山市微公交经营权，投放30辆新能源微公交车。

三、报名时间、地点：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1年12月20日

至2021年12月24 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

17：00时（北京时间），请经办人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南海岛交通运输服

务中心（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95号星河广场602室)报名及购买招

标文件。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18976323908。本招标公告同时在

五指山市政府网站 (网址：http://wzs.hainan.gov.cn/mwzs/

index_m.shtml)予以公布。请报名企业登陆网站进行查询、下载。

五指山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12月20日

五指山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微公交经营权招标公告

●蒙春福不慎遗失琼东渔11355，

琼东渔11356船，渔业船舶所有权

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琼东）船

登（权）（2021）HY-200004 号，

（琼东）船登（权）（2021）HY-

200001号，现声明作废。

●海口威信华洋语言培训学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01007807

05975D）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竹鑫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为：J6410009751001，现声明

作废。

●海南润森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AQ4

U9M，声明作废。

●王晓霞遗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

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4690202011209229，流水号为：

11329646，声明作废。

●洋浦赐琛工贸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 运 输 证 一 本 ，证 号 ：

462000062926，声明作废。

●洋浦北港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一本，证号：

462000100516，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2021)琼01执2846号

本院立案执行朱娅秋与被执行人

陈红专、陈清卿、胡贤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将对位于陈红专名下的位于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祥横路2号

和江岸小区4号楼10层2单元2-

1006房[房产证号：琼(2018)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144145号］进行处

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

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联系人：蔡法官，联系

电话：66761630。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1220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 1月 5日10

时至2022年1月6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auction.jd.com/haiguan.

html）进行现状净价拍卖：麦亚芝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名下罚

没的涉案车辆6辆（清单备索）。

展示时间：1月3日至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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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
海南省国营乌石农场遗失两本财
务 收 据 ，编 号 ：0001251-
0001300、0001501-0001550，现
声明作废。以上编号收据产生的
任何权责均与本单位无关。“美丽
春天”项目业主如持有以上编号收
据的，请尽快与我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86305039

海南省国营乌石农场

典 当

遗 失

法院公告

拍卖公告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转 让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