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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仁斌、杨扬、陈仁燕、陈仁福及陈
小雅的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的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
障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包括椰牛在内的所有品
牌，以下简称“我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此声
明如下：

我司原总经理陈仁斌、原财务会计杨扬、原审计总监陈
仁燕、原供应链总监陈仁福、原采购员陈小雅不再担任本公
司任何职务，其无权以我公司员工名义或代表我司及旗下

“椰牛”等品牌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以及
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五人以我司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我司
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障您的合法权利及交
易安全，凡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联系本公司人力
行政部（联系电话：0898-65728318，13876180180），再次感
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保证人陈宪清、陈宪利：

借款人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与贷款人三亚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签订《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固定
资产社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三农商社/行2018年（项）社团固
借（诚）字第004号]，向贷款人借款25000万元。保证人与贷款
人于2018年6月23日签订《社团保证合同（自然人）》[合同编号：
三农商社/行2018年保字第004-2号]，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
带保证责任。上述贷款已于2022年4月28日提前到期，但借款
人尚有贷款本金23871.18万元及部分利息未归还。贷款人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保证人，请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贷款人偿
还借款本息。

特此公告。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保证人陈宪清、陈宪利、宋丽双：

借款人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与贷款人三亚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6日签订《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固定
资产社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三农商社/行2018年（项）社团固
借（诚）字第006号]，向贷款人借款69500万元。保证人与贷款
人于2018年9月16日签订《社团保证合同（自然人）》[合同编
号：三农商社/行2018年保字第006-2号]，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贷款已于2022年4月28日提前到期，但借
款人尚有贷款本金65133.32万元及部分利息未归还。贷款人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保证人，请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贷款
人偿还借款本息。

特此公告。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海南新投置业有限公司拟建设的熙悦里项目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
东侧H0406地块，项目拟建2栋地上12-14层、地下1层的商品住宅及
安居房，拟建总建筑面积17679.22m2，地上建筑面积12954.11m2，地下
建筑面积4725.11m2。为广泛征询周边民宅及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6月24日至7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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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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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熙悦里项目的公示启事

海口华润中心三期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以南原玉沙
村。项目于2019年6月批建，建设单位结合施工图审，优化3#首层局
部墙体，6层建筑使用功能由局部架空调整为办公。调整后计容面积
由205076.05m2调整为206225.34m2，增加1149.29m2，不计容面积
相应减少，本次调整后的办公户型面积符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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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4日至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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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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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华润中心三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三亚市教育局关于
限期领取质保金和工程款业务的公告

海南北讯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在三亚市教育局有工程结
算款和质保金长期未领取，因此六家公司电话号码变更，经我局多
次联系未果。鉴于此，请此六家公司自公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与我局取得联系并办理领款手续，逾期视为此六家公司对相关合
同权益的放弃，我局将按有关程序处理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未
领取的工程结算款和质保金明细如下：1.海南北讯科技有限公司
未领取工程款27000元；2.陕西瑞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未领取工程款12000元；3.中誉远发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未领取质保金63308.99元；4.长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未领
取质保金2472.57元；5.江苏欧玛教学用品有限公司未领取设备质
保金26673元；6.海南百灵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未领取设备质保金
2512元。特此公告。联系人：敬老师，联系电话：15501706088。

三亚市教育局 202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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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所持有的海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216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本资产包总金额为
1,312,029.22万元，债权216户 459笔，涉及本金162,135.71
万元，利息 1,149,893.51 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
2022年5月20日），分布在海南省海口市。特别提示：以上资
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
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
做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
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
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
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本资产包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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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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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31日。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通讯地址：海口市大
同路38号中银大厦1008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异
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
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
0898－66563194（我分公司纪委办公室）。监督管理部门：财
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29275。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
68565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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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3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6月24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216户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2206HN0152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
（一）海口市龙华二横路9号海口市纪委宿舍501房；（二）海口市大同
一横路1号老干部活动中心主楼第一层3号房；（三）海口市秀英区西
秀镇荣山乡龙头上村村委会库房；（四）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
育研究培训院第六层；（五）海口市海甸岛四西路2号财政局宿舍楼一
层4号铺面；（六）海口市义龙东路62号科技大厦一层5号铺面。以上
项目第一年租金16092元、46944元不等。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
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
交易。三、公告期：2022年6月24日至2022年7月7日。详情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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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
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4日

公司定于2022年7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1年度股东

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投资建设华能南山电厂2台46万

千瓦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扩建项目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华

能临高 100MW农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及成立临高光伏电站的

议案》。

二、参加会议人员：
2022年7月14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公司全

体董事和监事。

三、参加会议表决办法：

自公告之日起向公司董事、监事和股东邮寄会议资料，请股东于

2022年7月15日15时之前将表决后的议案表决表邮寄、传真、电邮

或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由于地址不详或有变动原因，未能收到会

议资料的股东，可在表决期限内电话联系索取或来公司领取，过期未

联系的，视为放弃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华

能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邮编：570311）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01

传 真：（0898）68567808 68520728

电子邮箱：10236244@qq.com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4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一、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邹宏明（460028********2815）、
陈志仕（460028********3237）、谭啟雄（460028********2815）、王不
铁（460028********2817）、吴年景（460028********2817）、何亚坤
（460028********2815）、吴 智 勇（460028********2837）、王 志 霞
（460028********2829）、符 学 赞（460028********3218）、黄 国 建
（460028********3215）、符 学 加（460028********3251）、谢 安
（460028********3215）、王 伶 丽（460028********6083）、符 文 彬
（460028********3217）、唐 栋 财（460028********3219）、陈 扬 龙
（460028********3259）、符 永 辉（460028********3211）、王 必 辉
（460028********323X）、王学知（460028*****6321）、谭友胜（身份
证信息不详）、陈金妹（身份证信息不详）、王不平（身份证信息不详）。

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原国营红华农场）已于2022年3月
16日在海南日报刊登公告要求上述人员回公司报到上岗，逾期不报
到将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截至2022年5月
22日公告已满65天，公告已视为送达。

现上述人员因旷工超过五天违反了公司《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
公司员工考勤休假管理制度》第八条第五款：“所有职工每个工作日应
严格按上下班时间打卡，每个工作日有两次未打卡的视为旷工半天，
每个工作日有三次未打卡的视为旷工一天。”及第九条第二款：“一个
月旷工天数累计达到5天或未打卡次数达到10次的，视为自动离职，

公司给予辞退处理（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并经工会同意，公司决定解除与上述人
员的劳动关系，通知如下：（一）自 2022 年 5 月 31 日起，解除双方的
劳动关系，停发工资，停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
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二）公司为上述人
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
至 2022 年 5 月止；（三）本通知是解决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
和规定，公司与上述人员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

二、垦区中小学未移交人员：公司于2022年3月16日发布公告收
集垦区中小学未移交人员（原国营红华农场中小学校）信息，请失联垦
区中小学未移交人员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到海南农垦红华农
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并留下联系方式，逾期未报到的将停发补
贴，直至本人前来报到为止。截至2022年5月31日，以下人员仍未到
公司报到，因此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正式停发以下人员的补贴：陈
金妹、李先珍、陈美兰、肖达干、陈桂梅、林桂玉、王赛芬、龙沛芳、王玉
飞。

以上人员为农场公司长期失联人员和垦区中小学未移交人员，无
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请以上人员尽快与农场公司联系。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公告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本次地震
震级6.2级，震源深度约30公里。美
国地质调查局测定此次地震震级为
5.9级，震中位于阿富汗东部城市霍斯
特市西南40多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
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震
级为6.1级。

据美联社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地经
常出现山体滑坡，许多民宅老旧，且多
是土坯房，抗震性能差，因此伤亡情况
惨重。

因地处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交界
处，阿富汗境内及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
地震频繁。2015年，阿富汗东北部与

巴基斯坦接壤的兴都库什地区发生7.5
级地震，震源深度210公里，地震导致
两国 380 多人丧生。2002 年 3月 25
日，阿富汗北部发生6.1级地震，造成至
少1800人遇难，2000多人受伤。1998
年5月，阿富汗东北部发生6.1级地震
连同多次余震，造成至少4500人丧生。

黎明新闻网援引阿富汗灾害管理
部消息报道，22日地震发生前，首都喀
布尔、潘杰希尔省、霍斯特省、楠格哈尔
省等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至
少400人丧生，也给震后救援工作开展
造成很大困难。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阿富汗地震已致逾千人遇难阿富汗地震已致逾千人遇难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发声求援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发声求援
在震中所在地帕克提卡省，当地新

闻官员阿明·胡扎伊法告诉媒体记者，
“人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挖坑（埋葬遇
难者）”，仅帕克提卡省就有至少1000
人丧生，超过1500人受伤，许多人伤情
危重，仍有不少人“被困废墟中”。

联合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
员拉米兹·阿拉克巴罗夫说，可能有
近 2000 所民居被摧毁，平均每户住

有七八个人。
在帕克提卡省首府沙兰一家医院，

现年22岁的受伤灾民阿鲁普·汗说：
“当时情形很可怕。到处是哭声。我家
里几个孩子被埋在泥里了。”

“我们都在家里睡觉……屋顶突然
塌了下来。”另一名伤者古勒·法拉兹告
诉路透社记者，他和妻子、孩子都在医
院接受治疗，一些亲戚遇难。“我们住的

地方，所有房子都被震塌了……整个地
区都被摧毁了。”

医院院长穆罕默德·叶海亚·维阿
尔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国家穷，缺少
资源。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阿富汗巴赫塔尔通讯社发布的视
频显示，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偏远山
区，居民们徒手在废墟中挖掘，寻找幸
存者或遇难者遗体。阿富汗官员说，那

些山村的受灾情况难以马上掌握，遇难
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一些灾区在地震发生前刚经历过
暴雨洪灾，地震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
阻碍救援。美联社报道，通往偏远山村
的道路崎岖，平时就不好走，地震后可
能彻底无法通行。即便阿富汗政府能
够出动重型机械参与救援，也不清楚能
否顺利进入灾区。

徒手挖废墟

据美联社报道，地震发生后，塔利
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罕见
发声，恳请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帮助遭
受这场巨大悲剧的阿富汗人民。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
德·哈桑·阿洪德22日主持紧急会议，
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利用一切

资源挽救生命、援助灾民。阿国防部牵
头救援工作。

塔利班去年8月掌权后，许多国际
援助团体撤离阿富汗。美国等国家制
裁阿富汗银行业，阻碍国际援助资金流
入阿富汗。眼下，阿富汗可用于救灾的
飞机和直升机数量有限。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
美方几天后将与塔利班再次对话，预计
会谈及地震后人道援助议题，不过，塔利
班还没向美方提出这方面请求。

欧洲联盟阿富汗事务特使托马斯·
尼克拉松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欧盟正
筹备向受灾民众和社区提供紧急援助

事宜。邻国巴基斯坦表示将向阿富汗
提供食品、帐篷、毛毯等必需品。

美联社报道，阿富汗3800万人口
中超过60%依赖国际援助维持生活。
联合国官员预估地震将加剧阿富汗面
临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援助需求会
更大。

领导人求援

灾情为何重

鲍威尔称美国经济
存在衰退可能性

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记者熊茂伶）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22日表示，美联储坚决
致力于把通胀率降下来，正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物价
稳定。他同时承认，美国经济存在衰退可能性。

鲍威尔当天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听证会时说，美联储意识到高通胀给民众带来巨
大困难，高度关注高通胀风险。由于通胀率远高
于2%的长期目标，且劳动力市场严重供不应求，
美联储在过去三次货币政策例会上都进行了加
息。上周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为1994年
以来单次最大幅度的加息。

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听证会上表
示，美联储激进加息无助于缓解推高汽油和食品价
格的供应链冲击，却可能导致失业人数大幅增加。
她希望美联储在“将经济推下悬崖”之前慎重考虑。

当被议员问及加息过多、过快是否可能导致
经济衰退时，鲍威尔表示，“这不是美联储想要的
结果，但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在通胀持续高企、美联储加速加息背景下，
经济学家对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在升温。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布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受
访者认为未来12个月内经济衰退可能性为44%，
远高于4月调查时的28%。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比尔·达德利22日
在彭博社发表观点文章称，美国经济将“不可避
免”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陷入衰退。

6月22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保加利
亚总理佩特科夫在投票后离开议会。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22日通过对总理佩特科
夫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动议。由保加利亚公民党
所在政党联盟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当天在国民议会
投票中获得123票赞成。根据保宪法，不信任动
议只要获得国民议会超过半数议席即121票支持
即获通过。 新华社/路透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
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66月月2323日日，，在阿富汗帕在阿富汗帕
克提卡省一座村庄克提卡省一座村庄，，一名男一名男
子查看地震损坏的房屋子查看地震损坏的房屋。。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阿富汗救援
人员23日冒着大
雨在地震废墟中
搜寻幸存者。前
一天，一场强烈地
震袭击阿富汗东
部。据阿富汗黎
明新闻网报道，地
震造成的遇难人
数已达 1100 人，
伤 者 超过 1650
人。这是20年来
在阿富汗导致遇
难人数最多的一
次地震。

阿富汗塔利
班最高领导人公
开呼吁国际社会
向阿富汗灾民提
供援助。

⬆ 6月 23日，
在一座受灾村庄，一
名孩子情绪激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