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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将于2022年4月4日10:00至2022年4月5日10:00（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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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的身份应符
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的要求，并在参拍前登录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获取购房码；竞买人不符合海南房产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
买，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二、展示时间、地点、要求：2022年4月3日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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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标的物信息（含瑕疵告知），在电子竞
价网页查看；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是本公告的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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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7593991；咨询报名通道二：
13876364266；咨询报名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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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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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20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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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603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504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501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304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303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210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201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103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102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101及对应土地（WZL）

琼山市府城镇东门百货仓库5栋10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山高街1号中海锦城地下室负1层D050车位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东门街4号琼山食品公司住宅楼D幢101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一至四、九至十八层B座204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一至四、九至十八层B座203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一至四、九至十八层B座20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110号戎居一号公寓28号楼A1座F层F07房（WZL）
海口市府城镇河口路7号A栋201号及对应土地（WZL）

面积
（m2）
111.99
156.56
102.61
156.56
111.99
119.79
25.37
120.09
125.48
149.89
105.2
26.89
108.77
45.91
47.48
92.99
89.34
126.55

评估价格
（元）

1,275,370.00
1,765,299.00
1,180,595.00
1,801,325.00
1,314,814.00
1,392,326.00

306,672.00
2,760,671.00
2,941,138.00
3,441,587.00
1,246,861.00

168,647.00
1,143,734.00

639,976.00
661,861.00

1,270,844.00
1,346,742.00
1,494,047.00

起拍价
（元）

652989.44
903833.09
604464.64
922278.40
673184.77
712870.91
157016.06

1413463.55
1505862.66
1762092.54
638392.83
86347.26

585591.81
327667.71
338872.83
650672.13
689531.90
764952.06

保证金
（元）
140000
190000
130000
190000
140000
150000
35000

300000
310000
360000
130000
18000

120000
70000
70000

140000
140000
160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拟处置以下
资产：

海南几度酒城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2年 1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5,339.12万元,本金为1,942.34万元。债
务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该债权由陈文静、王菁提供担保；以
王菁、唐小明所有的坐落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南庄商业城
1 层 A2、A3、A5、A6、A8、A9、A10、A11、A12、A13、A15、
A16、A18、A19、A20、A21、A22、A23、A25、A26、A28、
A29、1-A62-A68、1-A52-A61 共 24 个商铺（总建筑面积
3152.4㎡）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与我司联系，联系人:林小姐,陈先生，联系电话:
020-38792156,020-38791708，邮件地址：linziyan@cinda.
com.cn,chengzhiqia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
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
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
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
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
标的资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
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邮编：
51062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0-38791729，邮
件地址：caixiu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2年3月4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教您预约办
理个税2021年
度汇算。
电话:0898-12366
网址:http://hainan.chinatax.gov.cn/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详 情 请 扫 码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个人信息动态管理
就业创业促进服务
网格沟通联系管理
优抚帮扶解困服务
合法权益全程维护

矛盾诉求调解处置
政治军事文化弘扬
社会资源融合统筹
志愿力量组织协调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

退役军人服务体系九大功能

人人节约
家家有余

关注北京冬残奥会 3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
和权利保障》白皮书并举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
责人就白皮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介
绍和解读。

屡创佳绩：残疾人竞
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吕岩松在
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残疾
人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一方
面，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重大国
际残疾人体育赛事中表现优异，
中国残奥代表团在近5届残奥会
上实现了5次蝉联金牌榜和奖牌
榜双榜首；另一方面，全国性残疾
人体育赛事影响不断扩大，培养
了残疾人运动员队伍，提升了残
疾人运动水平。

吕岩松还表示，近年来，我国
冬残奥运动水平快速提升。自
2015年至2021年，全国开展的
冬残奥会大项由 2 个拓展到 6
个，实现了比赛大项全覆盖；运动
员由不足50人发展至近千人。
残疾人运动员培养保障机制也得
到逐步完善。

风生水起：残疾人群
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

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申办，
为我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了重大机遇，越来越多残疾人感
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王梅梅在
发布会上介绍，自2016年起，我
国连续6年举办“残疾人冰雪运
动季”，为残疾人融入“带动3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搭建平台。各
地因地制宜举办冬季残疾人体育
活动。迷你滑雪、旱地滑雪、旱地
冰壶、冰蹴球、滑冰、冰橇、雪橇、
冰上自行车、雪地足球、冰上龙舟
等新颖有趣的大众冰雪运动项目
深受残疾人喜爱。

不只是在冰雪运动方面，我
国将平等参与体育活动作为残疾
人一项重要权利，不断推动残疾
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

生动写照：残疾人体
育发展折射残疾人生活水
平和人权状况

“残疾人体育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残疾人的生
活水平和人权状况。”吕岩松表示，我国残疾人体
育事业蓬勃发展，不仅体现出残疾人的体育精神
与实力，更体现出我国人权发展的成就。我国确
保残疾人享有各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为
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和社会生活、实现全面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正是我国重视残疾人权
益保护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残联新闻发言人郭利群介绍，当前，我国
无障碍设施覆盖率持续提升。全国村（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中有81%的出入口、56%的服务柜台、
38%的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在无障碍
出行和服务环境方面，3598组列车设置了残疾人
专座，城市公交车配备车载屏幕、语音报站系统；信
息无障碍方面，信息无障碍终端产品供给不断增
强，无障碍产品和服务技术推广应用不断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高蕾 翟翔
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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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冬残奥会开幕还有一天
时间，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盛会的气氛更为浓厚。场馆内随处可
见的残奥标识和无障碍设施、冬残奥
村里无处不在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以及训练场上紧张备战的运动员和教
练员，无不在向我们发出一个讯息
——冬残奥会，我们准备好了！

兴奋剂检测站门前新增了无障碍
通道，赛道结束区的雪地上搭起了木
板路，运动员休息室旁边设置了轮椅
假肢存放室……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冬残奥会场馆
转换工作已接近尾声。据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残奥整合经理刘
杰介绍，场馆中共设置了永久、临时无
障碍坡道11个，无障碍电梯23部，无
障碍卫生间33个，赛事期间他们还将
为坐姿运动员提供专用设施。

刘杰说，“我们有信心在赛事期间
为各国（地区）残奥健儿提供最有力的
保障和最细心的服务。”

在群山环绕的张家口赛区崇礼太
子城冰雪小镇，供暖维保工作人员张
荣彬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调试供暖机
房，检修供暖管道。张荣彬告诉记者，

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他所
在的供暖维保团队全力保障了20万
平方米涉奥区域的供、采暖设备稳定
运行。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将承办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
的比赛，针对两项赛事中的视障组运
动员，场馆准备了盲文阅读材料和可
触摸式盲文地图，为视障人士提供信
息无障碍服务。

完善的设施和贴心的服务让运动
员赞不绝口。“延庆的高山滑雪中心条
件非常棒，冬奥村的设施也很好。我
已经期待着在这里比赛了！”来自挪威
的残疾人高山滑雪运动员彼得森说。

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高山滑
雪队领队王响平说：“队员们非常珍惜
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机会，我们已经
做好准备，要从第一场比赛就开始
拼。近年来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队伍
迎来跨越式发展，从平昌冬残奥会只
有一人参赛到这次创历史的22人，我
们将努力追求更大突破，充分展现中
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与赛场风采。”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
刘扬涛）

北京冬残奥会，我们准备好了

3月3日，火炬手钟鸣在北京世园公园传递冬残奥会火炬。 新华社发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将
于4日晚上演，在浪漫、唯美、富有诗
意的冬奥会开幕式之后，冬残奥会将
呈现一场怎样的开幕式？近日，冬残
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在接受采访时
进行了介绍。

据悉，本次开幕式的名称与核
心内容为《生命的绽放》，通过质朴
的情感、简约的编排，表达“自强不
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的理念，展
现残疾人生命绽放的动人时刻。参
演人员中有30%是残疾人、70%是

健全人，将以残疾人表演者为主要
角色。

与冬奥会开闭幕式一样，冬残奥
会开闭幕式也将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进行。虽然是同一个场地，而且
同样运用了超大地面屏幕，但沈晨介
绍说，冬残奥会开幕式与冬奥会还是

有所不同。
在色彩方面，沈晨说：“冬奥会开

幕式讲述了冰雪的故事，闭幕式是蔚
蓝色浪漫和红色的激情碰撞，而在冬
残奥会开幕式中，我们将用大家能够
看到的所有颜色来融化和兼并。”

他表示，冬奥会开闭幕式更多传

达的是一种中国式浪漫的人文特色，
比如折柳送别等。而冬残奥会开幕
式则从创意阶段开始，就明确要讲述
残疾人自己的故事。

与此同时，中国元素在冬残奥会
开幕式中也必不可少。其中，象征团
结、友谊、共融的“同心圆”概念将贯

穿始终。沈晨介绍说，开幕式倒计
时、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展示、文艺表
演以及点火瞬间等等，都将有“同心
圆”出现。“之所以是‘同心圆’，就是
让大家不断聚焦、不断感受那份团
结、友谊以及打破壁垒后的共融。”

此外，沈晨还透露，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也将在开幕式上闪亮
登场，在运动员入场时带领大家欢迎
远道而来的残疾人运动员。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
者姬烨 吴文诩）

展现残疾人生命绽放的动人时刻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剧透

人民日报社论

历史会镌刻这一笔，世界会铭记
这一刻。今夜，在中国国家体育场，
五星红旗、残奥会会旗升起，凝聚团
结、友谊、进步的主火炬点燃。

这是举世瞩目的冬残奥之约。
来自五洲四海的残疾人运动员怀着
光荣和梦想，用努力拼搏、奋勇争先
诠释“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
价值观。

这是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盛大
节日。“精神寓于运动”的残奥理念与

“平等、参与、共享”的中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理念相融相汇，激励人们共享
体育运动带来的激情与欢乐，共创更
加美好的未来。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习近平
总书记郑重宣示：“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
承诺。”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向世界奉
献了一届非凡卓越的北京冬奥会，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在奥林匹克运
动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我们有
信心、有能力，把北京冬残奥会一样办
好，奏响“一起向未来”的华彩乐章。

从1976年第一届冬残奥会在瑞典
举办以来，冬残奥会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世界残疾人运动员展示竞技水平和
精神风貌的平台，演绎生命价值和人生
精彩的舞台。今天，残奥价值观与理念
不仅进一步激发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
康复、享受快乐，而且推动人道主义精
神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为促进人类社会
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运动点燃希望，拼搏成就梦想。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张开
热情的怀抱，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老
友新朋。这是全世界残疾人运动员
的盛会，将展示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的精神，写下欢乐、友谊、梦想、成
功的故事；这是全世界残疾人的盛
会，将唤起人们对残疾人更多理解、
尊重与关爱，促进残疾人事业进一步
发展；这是全世界人民的盛会，将增
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
了解，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谱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
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残疾人体育事业是展现精神与品
格、凝聚信心与力量、充满关爱与希望
的事业。我们相信，以北京冬残奥会

的成功举办为标志，世界残奥运动一
定能吸引更多的残疾人了解和参加体
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更好地参与社
会生活，一定能把和平、友谊、关爱的
种子播撒在更多人的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
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
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残疾人意
愿，保障残疾人权利，注重残疾人的
社会参与，推动残疾人真正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享有
者。特别是北京冬残奥会的筹办，带
动场地设施、赛事运行、服务保障等

各环节不断优化升级，进一步推动
“无障碍”理念融入城市发展，更好保
障残疾人在体育、康复、文化、教育、
就业等各方面的权益，成为中国残疾
人事业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以北
京冬残奥会为新起点，中国将进一步
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
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一如既往
推动国际残疾人事业共同发展。

今夜，北京拥抱世界，世界瞩望
中国。赛场上，用拼搏点亮人生；赛
场外，将奋斗写进历史。实践将又一
次证明，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残疾人
同样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在奔腾向
前的时代洪流中，残疾人同样可以奏
响生命的强音。

让我们携手共奋进，让我们一起
向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携手共奋进，一起向未来
——热烈祝贺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