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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方）与

吴多柏（身份证号码46010019710303061X）（受让方）签署的《资产
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琼2021-A-07-001），转让方已将
截至2021年9月30日海南大宇实业有限公司及海口名仕化妆品发
展有限公司2户债权（详见下表）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该2户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
利人。据此，请借款人及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
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 单位：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898-66563202
吴多柏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上坡下村43号 电话：13078989898

2022年1月4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海南大宇实业
有限公司

海口名仕化妆品
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
借款合同日期

1994.11.14

1995.5.30

担保单位

李诗锦

马思恩

币别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500,000.00

110,000.00

利息

3,794,716.49

1,036,011.81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现将我省2021年度商事主体
年报公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年度报告的商事主体：凡于2021年12月31日前
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商事主体，应当报送
2021年度报告并公示。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
可以自主选择报送年度报告。

二、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
商户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外国
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报送时间为2022年3月1日至6
月30日。

三、年度报告报送方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外国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
南）”报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
南）”报送年度报告或向辖区市场监管所提交年度报告。

四、大型企业年报应当填报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并向社会公示。

五、疫苗生产企业、特种设备企业应当及时报告相关许可
证等信息。

六、继续实施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海关、统计、外
汇部门相关事项合并年报的“多报合一”模式。

七、商事主体应当对年报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合
法性、完整性负责。如发现年度报告内容不准确的，应当及时
更正，相关更正应当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完成。

不按规定报送年报的商事主体，将受到行政处罚，并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按规定年
报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导致在申请行政
许可、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等方面
被限制或者禁入。

联系电话：0898-66767974
2021年12月30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1年度商事主体年报公示的公告乐东县利国镇望楼港海南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一期项目在建工程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32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乐东县利国镇望楼港海南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一期项目在建工程。公告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望楼河入海口（原望

楼盐场）西侧，龙栖湾和龙腾湾交界处。项目由4块地块构成，土地
面积合计为152951.65m2（约229.65亩）。按照规划设计，项目地上
建设29栋建筑，由1栋1层的低层建筑、5栋4层的多层建筑、22栋
11-14层的高层建筑和1栋24层高层建筑组成，规划总建筑面积
为242,250.3m2。

二、挂牌价格为87153.41万元。
三、公告期：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28日。
项目详情及具体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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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31日

第四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提名作品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文学类】

《海南岛传》 长篇非虚构叙事 作者：孔 见
《似是而非》 散文集 作者：蒋 浩
《路过一朵开花的树》 长篇小说 作者：邓 西
《漂流鱼》 中篇小说集 作者：王海雪
《钓梦人》 短篇单篇 作者：严 敬
《虚度》 诗集 作者：李林青
《海岛之书》 诗集 作者：王 凡
《那个向命运索取月光的人》 诗集 作者：王谨宇
《猎赝》 长篇网络小说 作者：柳下挥
【戏剧类】
琼剧《同在蓝天下》 申报单位：海南省定安县琼剧团
琼剧《祖宗海》 申报单位：海南省定安县琼剧团
琼剧《木棉花开》 申报单位：海南省琼剧院
琼剧《白马泉涌》 申报单位：海口美德文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琼剧《美美的土墨村》 申报单位：海口琼山区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话剧《约定》 申报单位：海南大学
话剧《大海》 作者：邓菡彬
【书法类】
篆书条幅 毛主席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作者：郭名峰

申报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行草书隔水《书论一则》 作者：王铭波 申报单位：海南省书画院
楷书条幅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作者：冯宗辉 申报单位：屯昌县书协
行草条幅 王佐《落笔洞》 作者：李海滨 申报单位：三亚市文联
行书条幅 明·蓝仁《宿橘山田家怀蒋先生》作者：孟令琦
申报单位：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篆书隔水《泳海南诗词数首》作者：郑文师 申报单位：海南省书画院
行草册页《颂东山岭诗选》 作者：唐敏文 申报单位：海南省书协
草书条幅《小窗幽记集灵篇两则》作者：吴青山 申报单位：海口市书协
行书中堂《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作者：林斯兴 申报单位：万宁市文联

【美术类】
油画《海南环岛高铁开通》作者：王家儒 林国华 洪永锋
申报单位：海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
综合材料《风帆》作者：林明俊 申报单位：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雕塑《遇见》作者：张 睿 夏湘宸 申报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设计《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中的城市环境设计系列作品》作者：张 引
申报单位：海南大学美术学院
油画《黎锦岁月》作者：王明宁 申报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国画《金色港湾》作者：林 坚 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国画《南海遗珍》作者：万 靓 申报单位：海南省美术家协会
水彩《琼岛明珠-璀璨黎锦》作者：赵福才 申报单位：海南大学美术学院
版画《新村》作者：王秀明 申报单位：海南哇嗳噜科技有限公司
【音乐类】
《情醉海之南》 作者：陈维东（申报人） 杨一博
《万里乡关望月圆》 作者：王应际（申报人） 刘 青
交响组曲《南海意象》 作者：赵晓辰
《生命之蓝》 作者：刘柏峻 吴可畏（申报人）
《南海恋》 作者：屈 塬 王 备（申报人）
《见你容易见海南》 作者：王晓岭（申报人） 舒 楠
《我爱这蓝色国土》 作者：杜庆森（申报人） 吴可畏
《孩子》 作者：尹 约（申报人） 张 江
《南海多辽阔》 作者：王持久 姚 峰（申报人）
【舞蹈类】
群舞 《灯塔》 申报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群舞 《浪花思绪》 申报单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群舞 《我们是可爱的打工人》申报单位：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群舞 《福寿赋》 申报单位：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
独舞 《张桂梅》 申报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独舞 《鲲鹏游》 申报单位：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摄影类】
纪实摄影《大美湿地》 作者：陈志刚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纪实摄影《牛耕海》作者：王国权 申报单位：乐东黎族自治县文联
纪实摄影《琼中新农村》 作者：许凯迪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纪实摄影《非遗传承麒麟舞》作者：吴乾山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纪实摄影《拉网捕鱼》 作者：陈荣俊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纪实摄影《现代化设施农业 助力昌江乡村振兴》组照 作者：符德勇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纪实摄影《脱贫圆梦“贷”路人》作者：王国平
申报单位：海南省邮政储蓄银行
艺术摄影《春绿三十六曲溪》作者：魏有存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纪实摄影《黎家阿妹的拔河赛》作者：廖青梅 申报单位：海口市文联
【民间文艺类】
剪纸《醉美黎乡》 作者：周 烨 周雅琴
剪纸《乐东美丽新农村》 作者：林崇靖
木雕《少年强》 作者：吴孔德 刘小翠
【曲艺类】
群口相声《手机新时代》申报者：于华、张永芬
申报单位：海口经济学院

诵读故事《追寻信仰的旗帜》申报者：罗哲、黄晓宁（作者：杜军）
申报单位：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小品《小岛梦想》申报者：临高县曲艺家协会（作者：刘佳）
申报单位：临高县艺术团 临高县曲艺家协会
小品《选择》申报者：马千里、段霄震 申报单位：海口边检总站
小品《艰苦的岁月里》（琼岛火种）申报者：吴苏妮 陈红军 陆丽军
申报单位：海南中学
相声《价值》申报者：梁博顺 申报单位：海口经济学院戏剧坊工作室
小品《大爱秀英 跟我走吧》申报者：邢松鹤、杨晓莉
申报单位：海口市秀英区文华馆
小品《租爹》申报者：深澜话剧实验工作室（作者：陈赠霖、张琼）

申报单位：深澜话剧实验工作室
评书《同心抗疫》申报者：宋成森、赵旭（作者：孙金科）
申报单位：海口经济学院
【广播剧类】
广播剧《春暖花开》 海口广播电视台
【电影类】
电影《圆梦》 申报单位：海南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海南省
琼剧院、纪录工厂（海南）传媒有限公司
电影《陵水谣》 申报单位：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评论类】
论文《现实赋形、英雄符号与国家电影——近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
略和文化政治》 作者：汪 荣
论文《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叙事伦理与民族认同塑型》

作者：章 颜
论文《“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

作者：林 森
专著《勾勒集》 作者：马 良
专著《峻灵独立秀且雄——苏东坡昌化江遗踪考论》作者：李公羽
专著《翰墨留香——儋州书法概览》 作者：李景新
论文《从“实证性”到“文学性”：呼唤一种新的乡村诗学》作者：李音
论文《“移民”作家韩少功对当代海南文学的影响》 作者：曹转莹
专著《海南八音器乐》 作者：张巨斌

第四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提名作品公示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已完成初评，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现将提名作品对社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如对提名作
品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实名形式书面向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公示时间：2022年1月4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止。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海南省文联南海文艺奖评审委
员会办公室（组联部）。

邮编：570203 电话\传真：65202259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月4日

2021年的美国，年初国会
大厦遭暴力冲击震惊世界，年
中开始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留下
巨大烂摊子，年末上演所谓“民
主峰会”闹剧，同时还大搞“疫
苗民族主义”阻碍国际抗疫合
作……美国内部撕裂、霸权衰
落、虚伪面目和自私本性在世
界面前暴露无遗。

随着美国2022年进入中期
选举周期，国内党争势必更趋白
热化。一些政客少不了上演对
内互怼、对外甩锅的闹剧，持续
政治化炒作疫情、气候变化等议
题。为维护自身霸权，美国继
续搞“小圈子外交”，频繁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无端渲染他国威
胁，执念于挥舞干涉、制裁乃至
武力大棒……这些都将给世界
和平、发展带来严重威胁。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
亚集团曾将“撕裂的美国”列为

“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之首。
2022年，美国带来的风险恐将
只增不减。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世界面临的六大
2021仍在回味，2022已经出发。
过去一年，要事不少：全球疫情跌宕起伏，世界经济在复苏中遭遇通胀等挑战，俄罗斯与西方

关系持续紧张，德国告别“默克尔时代”，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美国国会山骚乱震惊世界，美军黯
然撤出阿富汗，美国发动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失败告终……

新的一年，悬念仍多：新冠疫情会走向终结吗？全球经济能回归常态吗？俄西关系会继续恶
化吗？“德法发动机”能继续推动欧盟前行吗？面临中期选举、各种问题缠身的美国又会给世界带
来多少新的风险？

2021年，德尔塔、奥密克戎
等变异新冠病毒毒株接连“兴
风作浪”，给各国抗疫带来严峻
挑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
据，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已分别超过2.8亿和
541万例，奥密克戎毒株已传播
至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加快接种疫苗是抗疫
成功的关键。“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疫苗独立分配小组日前呼
吁，到2022年年中应在全球所
有国家实现70%的疫苗接种覆
盖率。中国迄今已向12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20亿剂
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
用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对外
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免疫鸿沟”是当前战胜疫
情的最大阻碍。低收入国家只
有 5%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
新的一年，国际社会在抗疫问
题上能否团结合作，美国等国
能否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将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能否早日
战胜疫情。

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在疫
情中颠簸前行。英国经济与商业
研究中心预测，世界经济规模将
在2022年首次超过100万亿美
元，比此前的预测提前了两年。

然而，疫情反复、供应链瓶
颈、通胀上升、复苏分化等挑战
预计将继续影响2022年世界经
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
政策的外溢效应可能会给世界经
济带来更多风险。由于通胀居高
不下，美联储决定加速缩减资产
购买规模，预计2022年3月结束
购债。美联储决策层多数成员预
计，2022年将加息三次。从历史
上看，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往往
会对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
格、汇率稳定等产生不小影响。
部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可能
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等风
险，经济复苏恐将受到拖累。

种种不确定性之中，中国仍
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
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正在为
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2021年年底，德国新政府启
航；2022 年，法国将迎来大选。
被视为欧盟“双引擎”的德国和法
国正在穿越过渡期。

在新冠疫情反复冲击下，欧
洲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反复，低碳
战略、数字经济等进程也受到不
同程度影响。与此同时，英国“脱
欧”后出现的英法渔业和难民纠
纷、“新老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
等也将持续发酵。面对这些风险
挑战，新的“德法发动机”能否尽
快磨合到位，将影响欧盟前进的
方向和步伐。

在经历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
军、抢走法国潜艇出口订单等事
件后，越来越多欧洲人认定美国
靠不住。2022年1月起，法国开
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轮
值期间的目标是让欧盟拥有充分
主权和决策自由，掌握自己的命
运。但从欧盟内部分歧和对美安
全依赖来看，其战略自主之路将
充满不确定性。

2021年 4月开始，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已完
成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
其间历经伊朗政府换届以及
从6月至11月的5个多月停
滞，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成
果。2022年，这一事关中东
地区稳定的谈判会继续拖
延，还是会迎来突破？

目前，伊美之间分歧依
旧严重。伊朗坚持要求美
国和欧盟国家取消对伊制
裁，并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
面前低头；美国则要求伊朗
继续履行伊核协议规定，限
制或冻结相关核活动，并威
胁可能采取包括军事手段
在内的“其他选项”。作为
令伊核问题陷入困境的始
作俑者，美国一方面表示愿
意重返伊核协议，一方面又
继续对伊追加制裁，表现出
一贯的蛮横霸道。如果美
方不改变其强硬立场，伊核
谈判前景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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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俄罗斯与西方国
家围绕乌克兰问题等激烈交
锋，双方关系进入冰冻期。俄总
统普京日前表示，俄在安全问题
上已经被逼得“退无可退”。

美国近来大肆炒作俄乌
“战争风险”，主要目的在于通
过打“乌克兰牌”进一步破坏俄
欧关系，在持续打压俄罗斯的
同时，强化美国对欧洲的影响
力。受此影响，俄欧关系更趋
复杂，如果欧盟方面未来与美
国合作，对俄德“北溪-2”天然
气管道项目或对俄金融系统实
施制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欧
盟自身能源安全及金融稳定。

北约最近在波罗的海、黑
海等地动作频频，已引发俄强
烈不满。如果北约一再触碰俄
方“红线”，可能引发严重后
果。由于双方长期缺乏互信且
在地缘政治层面存在结构性矛
盾，对话能否止住关系恶化的
势头还有待观察。

悬
念
六

美
国
将
给
世
界
带
来
哪
些
风
险
？

悬
念
四

新
﹃
德
法
发
动
机
﹄
能
推
动
欧
盟
前
行
吗
？

悬
念
五

伊
核
谈
判
会
迎
来
突
破
吗
？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0时52分 印完：3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1月2日，巴西“珍爱”号邮轮暴发疫情，乘客排队离开。 新华社/美联 菜鸟网络员工在西班牙瓜达拉哈拉市的海外仓中工作。 新华社发 2021年12月27日，美伊启动第八轮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进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