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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专门学校项目用地在已批控规中为发展备用地，尚未明
确该项目用地的用地性质及控制指标，为保障项目建设，我局按程
序启动了《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城市设计》
发展备用地J0101、J0201地块的规划编制及修改工作。根据《海南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补充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5月16日至2022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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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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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

（3）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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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城市设计》

发展备用地J0101、J0201地块规划编制的公示启事

各红城湖棚改项目选购怡湖雅苑（D04-1地块）被征收户：
红城湖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怡湖雅苑小区（D04-1地块）已达

到交付条件。现将该小区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定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6月14日开展怡湖雅苑

小区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工作。请各选购该小区的被征收户持
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选房确认单至红城湖棚改项目回迁房品湖
雅苑小区（D05-1地块）欢乐湖岸接待中心（地址：琼山区府城街
道北街1号）办理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手续。

二、请在规定时间内前来办理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手续，逾
期未办理的，从2022年6月28日起停止发放选购怡湖雅苑小区
（D04-1地块）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三、怡湖雅苑小区（D04-1地块）房款结算及房屋交付安排顺序：
2022年5月18日 选房序号8-216 （70户）
2022年5月19日 选房序号220-339（69户）
2022年5月20日 选房序号341-460（71户）
2022年5月23日 选房序号463-562（70户）
2022年5月24日 选房序号563-653（71户）

2022年5月25日 选房序号656-751（70户）
2022年5月26日 选房序号752-836（70户）
2022年5月27日 选房序号842-924（71户）
2022年5月30日 选房序号925-1027（70户）
2022年5月31日 选房序号1029-1143（70户）
2022年6月1日 选房序号1146-1227（70户）
2022年6月2日 选房序号1229-1350（71户）
2022年6月6日 选房序号1354-1495（70户）
2022年6月7日 选房序号1496-1612（71户）
2022年6月8日 选房序号1613-1829（70户）
2022年6月9日 选房序号1834-2092（70户）
2022年6月10日 选房序号2094-2262（70户）
2022年6月13日 选房序号2263-2616（70户）
2022年6月14日 选房序号2624-3246（78户）
联系电话:65907780、65230737

海口市琼山区土地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2年5月16日

海口市琼山区土地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关于红城湖棚改项目怡湖雅苑小区（D04-1地块）房屋交付的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
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
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
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
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
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
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
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
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
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

控股子公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
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
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

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财
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
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
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
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
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
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务等
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

或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
银行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含控股子
公司)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

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
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
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
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
报可以实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
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
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
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一）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
号国家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二）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

号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
570311）。

电话：0989-68728395。
电子邮件：xfjb.hn@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

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2年5月16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拟处置资产涉及海口、文昌、琼海、乐东、万宁、临高、五指山、屯
昌、重庆、江苏、黄山等地区。资产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投资者应具备的条件：1.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2.同意并配
合转让方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审批及征求相关权利人行使优
先权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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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其中：
第 1-5项资产的联系人：陈先生、陈女士。联系电话：0898-

68663444、68665025。电 子 邮 件 ：chenenxiao@cinda.com.cn、
chenhuifei@cinda.com.cn。

第 6 项资产的联系人：张先生、戴女士。联系电话：0898-
68664010、68512895。电 子 邮 件 ：zhangtao@cinda.com.cn、
daixiaot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
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6648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nj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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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2016〕琼9022执272号
之九及之十一《执行裁定
书》项下部分权益（屯昌
县海榆中线91公里处国
有土地使用证、地上房屋
及其他地上附着物）
〔2016〕琼9022执272号
之九及之十一《执行裁定
书》项下部分权益（屯昌
县海榆中线80公里处国
有土地使用证、地上房屋
及其他地上附着物）

资产形态

实物

实物

资产所在地

海南省屯昌
县海榆中线
91公里处

海南省屯昌
县海榆中线
80公里处

产权证号
1.房产证号：屯房权证屯字第
07828、07829、07830、07831、
07832、07833、07834、07835、
07836、07837。
2.土地证号：屯国用〔2008〕第
08-00006号。

1.房产证号：屯房权证屯字第
14101、14102、14103号。
2.土地证号：屯国用〔2010〕第
02-00006号、屯国用〔2011〕
第13-00001号。

资产情况
1.房产面积17,619.21m2，其中有产权证面积
11,715.13m2；无产权证面积5,904.08m2（建筑
物共49项，包括钢结构厂房、简易结构厂房、
棚房、硬化地板、水池、干沟和围墙等）。2.工
业用地面积31,000.00m2。3. 60株，厂区内的
印度紫檀、菠萝蜜树、大王棕等园林绿化植物。
1.房产面积39,250.59m2，其中有产权证面积
4,631.79m2；无产权证面积34,618.80m2（建
筑物共112项，包括厂房、保安岗、地磅房、硬
化地板、水池、干沟和围墙等）。2.工业用地面
积159,566.65m2。3. 463株，厂区内椰子树、
非洲楝、大王棕等园林绿化植物。

其他情况

抵债资产
未过户，
且对外租
赁。

抵债资产
未过户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海口市龙昆南路89号汇
隆广场103、202、302号
商铺

黄山太申山庄54套别墅

资产形态

实物

实物

资产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

安徽省黄山市

资产基本情况
建筑面积1654.94m2，分摊土地面积137.47m2，房产证号：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字第HK120413 号，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
009382号，部分资产目前处于租赁状态。
太申山庄规划分为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共规划68套休闲养生别墅，
抵债资产为其中54套，建筑面积20,483.7m2，单栋别墅约300-
400m2，层数3-4层，规划用途为商服，别墅类型为联排、双拼，室内
为毛坯状态。54套别墅均已办理不动产权证。

其他情况

法院已于
2019年 11
月 11 日裁
定抵债，但
尚未过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实物及股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一批债权、实物及股权资产进行打包或单项处置。资产包括：
1.南海工程建设局海南局等14户债权资产包，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债权总额为42,009.26万元。
2.地方国营琼山市甲子糖厂债权，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债权总额为8,620.24万元。
3.重庆欧枫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磐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截至2022年4月30日的债权总额为52,445.12万元。
4.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资产，包括新老厂区的土地、房屋及地上附着物。

5.股权资产，共17只，包括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239.80万元股权）、海南博鳌高尔夫有限公司（1,740.00万元股
权）、琼海海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713.00万元股权）、海南迪希商业城有限公司（1,080.00万元股权）及其他。

6.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抵债资产。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28日
在辽宁考察时，来到抚顺市东华园社
区，实地了解当地采煤沉陷区避险搬
迁安置情况，并来到居民陈玉芳家。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陈玉芳。

【情景回放】
当天临近中午，总书记乘车来到东

华园社区。在陈玉芳家，习近平同居民
们围坐在一起唠家常。总书记关切询
问住房改善情况如何、退休金和社保能
不能按时领取、看病方便不方便。

大家对总书记说，自从搬进新社

区，环境卫生明显改善，水电气供应
有了保障，公共服务进了社区，生活
质量提高了一大截。习近平听了十
分高兴。

离开社区时，居民们围拢过来，纷
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大家亲切
握手，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一直牵挂着
资源枯竭型城市，惦记着这些城市经
济怎样、人民生活怎样，我这次就是专
程来看看。党中央投入大量资金解决
棚户区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问题，
很有必要，也很值得。资源枯竭型城

市在转型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
题、保障好困难群众生活。

【陈玉芳心声】
那天，总书记一进屋就亲切地跟我

打招呼，之后，就在我家，和我们坐在一
起唠家常。“搬迁花了多少钱？”“退休金
和社保能不能按时领取？”“看病方便不
方便？”“社区服务好不好？”总书记问得
特别细，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早些年，抚顺开采的煤多。后来，
留下了成片的采煤沉陷区，我家的老
房子就在沉陷区上。墙皮开裂、楼体

变形，我和老伴整日提心吊胆，就盼着
“搬出去”。

2017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我们补了4万多元，就从原来60
多平方米的危房，搬到了现在这个90
多平方米的新房。

那天，总书记还嘱咐地方干部，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过程中，首
先要把民生保障好，把困难群众的生
活保障好，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
越好。

现在，我和老伴都70多岁了，我

们老两口在这敞敞亮亮的房子里，住
得稳稳当当，活得有滋有味。

还不止这些，最近几年，我们这个
避险搬迁的小区又有了大变化。公交
线路多了，社区里建起了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小区周围，幼儿园学校一应俱全。

我和老伴儿听到总书记在新年贺
词里讲到“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
激动得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总书记
没忘了我们，他是我们的贴心人。

（新华社沈阳5月15日电 记者
汪伟 于也童）

“他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
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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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强调，离退休干部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
老干部工作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具有特
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
设一个特色。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
党的建设工作，对于贯彻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地把广大
离退休干部团结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积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组
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继续听党
话、跟党走。要强化组织功能，扩大组
织覆盖，严格组织生活，以“组织设置
好、班子建设好、党员队伍好、学习活
动好、作用发挥好、制度坚持好”为标
准，开展创建示范党支部活动，进一步
把离退休干部党员组织凝聚起来。要
强化管理监督，加强日常管理，要求离
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
的干部党员严守有关纪律规矩，进一
步增强离退休干部党员的党性观念和

党纪意识。要强化激励关怀，加强宣
传表彰，做好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离退
休干部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
望优势，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讲好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故事、推动高质
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
作等方面，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
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新贡献。

《意见》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落
实工作责任，建强工作队伍，完善基础

保障，积极开拓创新，为扎实做好离退
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离退
休干部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党委（党
组）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健全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有效运行机制、
经费保障机制，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推
进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信息化、精准
化、规范化，不断增强离退休干部党建
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以党
建引领推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高
质量发展。

中办印发《意见》

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吴雨）记者5月15日从中国人民银行
获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一致
决定，维持现有特别提款权（SDR）篮
子货币构成不变，并将人民币权重由
10.92%上调至 12.28%。新的 SDR
货币篮子在今年8月1日正式生效，
并于 2027 年开展下一次 SDR定值
审查。

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5月1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完成了
5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
查。这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
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执董会一致
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

变，即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
英镑构成，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
上调至12.28%（升幅1.36个百分点），
将 美 元 权 重 由 41.73% 上 调 至
43.38%，同时将欧元、日元和英镑权

重分别由30.93%、8.33%和8.09%下
调至29.31%、7.59%和7.44%，人民币
权重仍保持第3位。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
信心和意志不会动摇，将始终坚持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下一阶段，人民
银行将和各金融管理部门一道，继续
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
放，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
市场投资的程序，丰富可投资的资产
种类，完善数据披露，持续改善营商环
境，延长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时间，
不断提升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性，为
境外投资者和国际机构投资中国市场
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

人民币权重上调至12.28%

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
2022年“最美家庭”先进事迹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在5月15日国际家
庭日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公
开发布10户2022年“最美家庭”先进事迹。倪伯
苍、秦亮、陈晓冬、勉莉莎、乔安山、刘军、马学仁、
顾旭昌、蔡学岭、江来柱10户家庭光荣入选。

他们中有银发夫妻网格员不辞辛劳，坚持为
邻里排忧解难；有青年科技骨干夫妻共同参与国
家重点工程建设，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有夫妻携
手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有多民族大家庭团结
友爱、爱国拥军传承优良家风；有祖孙三代以实际
行动践行雷锋精神；有夫妻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塞
罕坝书写绿色传奇；有的带头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有的科学教子、勤俭节约弘扬中华民族家庭
美德；有的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对党忠诚，矢志不
渝践行初心使命……他们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
梦、民族梦之中，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
贡献家庭力量，充分展现了亿万家庭的时代风采，
生动诠释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云连线访谈等
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家庭的感人故事和家庭
成员的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为

“最美家庭”颁发了证书。

5月15日凌晨1时许，“极目一号”Ⅲ型浮空
艇从海拔4270米的中科院珠峰站附近发放场地
升空。4时40分，浮空艇升空高度达到4762米，
创造了海拔9032米的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据介绍，执行此次观测任务所使用的浮空艇，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留浮空器。浮空艇在高空采
集的科学数据，将用于研究、追踪区域水循环，监
测地面和空中大气水汽和组分的变化。

图为“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我国创造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