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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日，乐东黎族自
治县禁毒办和各镇禁毒工作
办公室借助秋季新学期开学
报到契机，组织公安民警、禁
毒专干、禁毒志愿者等在各
个学校开展“禁毒宣传进校
园 开学第一课”活动，筑牢
校园禁毒“防火墙”。

活动中，禁毒民警、专干、
志愿者们结合仿真毒品、禁毒
知识展板和青少年禁毒宣传
册等资料和展品，向当日前来
报到入学的学生及家长们讲

解毒品的概念、种类、外观、危
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
并重点讲解如何辨别新型毒
品和“伪装性”毒品。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陌
生人赠送的食品或饮料，避
免毒从口入，要远离歌舞厅、
游戏厅、网吧等复杂场所，慎
防沾染毒品，杜绝毒品侵
害。”禁毒民警在现场提醒青
少年要养成良好人生观，正
确面对和处理生活、学习中
遇到的挫折，积极和老师、家

长沟通交流，保持健康阳光
的生活态度。同时呼吁广大
家长、学校、教师要积极关注
青少年们的生活和心理状
态，不断给予正确引导，防范
青少年因心智上的不成熟而
误入歧途，沾染毒品。

禁毒民警、专干、志愿者
们的讲解深入浅出，资料和
展品图文并茂，科普性强，学
生们纷纷认真聆听，踊跃提
问，积极分享自己对毒品危
害和全民禁毒的理解和看

法。
禁毒宣传进校园系列活

动是乐东禁毒宣传教育的特
色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发动
全民参与、整合多方资源、结
合多种宣传形式、常态化广
泛开展，不断提升广大青少
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
力，营造和巩固“学生不涉
毒、校园无毒品”的良好风
气，助力下一代“绿色无毒，
健康成长”。

（撰文/梁子 陈海洲）

乐东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

讲好开学“第一课”筑牢禁毒“防火墙”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公告期限：2022年9月20日起至2022年9月22日。

公告期内，我司受理对该债权资产相关转让的咨询等相关事

项。

五、声明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转让上述债权资产的要约。投资者可根据

我司提供的《竞买公告》《竞买须知》等相关竞价信息及《资产转

让协议》所列条件及条款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资产

转让协议》之前，我司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

资格的投资者承担任何责任。

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参与竞

买的投资者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非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以下主体不得购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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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债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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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二）与参与资产处置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原债务企业、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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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担保人以及与原债务企业、

担保人及相关方存在关联关系的主体；（三）失信被执行人；

（四）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不得购买的主体。

竞买人支付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应合法、合规，且为竞买

人依法可支配的财产。

六、联系人、联系方式：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

我司。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 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7631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

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预定工作时间

2022年9月20日

2022年9月20日—2022年9月
22日
2022 年 9 月 23 日上午 10:00
—2022年9月24日上午10:00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http://zc-paimai.tao
bao.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受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缴纳竞价保证金等，竞价保证金为人民币230万元。

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http://zc-paimai.taobao.com）进行网络竞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对海南贵亨置地有限公司债权的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拟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我司持

有的海南贵亨置地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本次债权竞价转让采用

网络公开竞价方式。截至基准日2022年8月31日，该户债权

总额为1531.6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1472.38万元，利息

人民币5.86万元，罚息及复利人民币53.39万元。该户债权存

在抵押、保证担保等从权利。

2022年8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

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上述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

权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

金额的承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准。债权具体情况

及竞买须知等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http://www.

gwamcc.com）、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http://zc-pai

mai.taobao.com）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一、处置方式：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

二、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三、竞价日程安排：

备注：上述清单所列对应担保措施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及
相应资产现状为准，债权担保从属权利与债权一并转让。

（三）诉讼情况：本公告2户不良债权均已经判决确权，债务
人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二、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并可承担购买标的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原债务人及
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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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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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象须通过我司对于关联交易的相关审核。未通过
关联交易审核的，成交作废。

四、公告期限：2022年9月20日～2022年9月26日。对本
次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本公
告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

chamc.com.cn/；查阅路径：主页—资产专区—资产处置公告）
以及京东拍卖网络平台同时发布。

五、报名方式及时间：有受让意向者请于公告期限内与我
司联系，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到
我司报名，签署《竞买人承诺书》《保证金协议》，缴纳保证金款
项，并在京东拍卖平台进行竞价报名。受让意向者应在2022年
9月26日前将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亿零捌佰万元整（小写：人
民币108,000,000.00元）转到我司指定账户（户名：中国华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南 省 分 公 司 ；账 号 ：
2201020829200053392；开户银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

六、其他说明：本资产的具体瑕疵情况以及竞买须知请登
录京东拍卖网络平台进行查看。

七、联系方式：朱先生：0898-66734399，唐女士：0898-
66702447；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韩女士
0898-6673466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担保类型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保证人财产

财产名称
临街商铺

工业土地及地上厂房

网箱及其附属设施

海域使用权

房产、土地

抵押财产描述
位于海口市机场东路25号共26套商铺；抵押人为王瑞珍；建筑面积4741.16m2。
位于临高县美台高速路口附近；抵押人为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面积：土地 66665m2；厂房
18659.81m2。
金牌港的登记号码为临深水网箱（2013）第0001号至临深水网箱（2013）第0084号（设施编码为
SW0001至SW1000）的1000口网箱及其附属设施；兰水湾的登记号码为SW0022至SW0271号
（设施编码为SW0022至SW0271）的1000口网箱及其附属设施；新盈后水湾的全部网箱及其附属设
施；跃进水库的全部网箱及其附属设施。
位于临高县美夏兰水湾养殖用海；抵押人为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面积：192公顷。
保证人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名下财产：①位于临高县临城镇临城糖厂后面两宗合计305亩
住宅用地；②位于临高县新盈后水湾747.96亩渔业基础设施用海海域使用权。保证人郑立钢名下财
产：①位于海口市沿江五路福海小区甲-03号住宅，建筑面积590m2；②位于临高县临城镇县政府大
楼1—6层商铺，建筑面积10955.76m2。保证人潘勇和谢晓婷夫妇名下财产：①位于海口市海秀路39
号申鑫国际广场A2516房，建筑面积88.43m2；②位于海口世纪大道6号鸿天阁N5栋4C房，建筑面
积161.97m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开竞价公告
我司拟在京东拍卖网络平台（paimai.jd.com）对拥有的临

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共2户不良债权资
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现将公开竞价转让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一）不良债权金额：截止2022年8月31日，债权本息合计

1,672,212,964.91元，其中债权本金1,080,500,000.00元，

利息、罚息、复利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共计
591,712,964.91元。另外实现债权的费用合计123.76万元。

备注：上述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金额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
算为准，实现债权的费用以法院实际确认的数额为准。

（二）主要抵押物、保证人资产情况：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因业务发展战略需要，自2022年9月8日起撤销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第五支公司大致坡镇营销服务部（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琼东北街59号、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05460107004）。广大客户如需要办理交付费、领取保险金等
相关业务可到公司的柜面办理，也可通过客服热线、中国人寿保险
寿险APP等多渠道办理。我公司将继续竭诚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第五支公司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148号徽园商业城C座第四层，联系电话：
0898-31986596。海口同城柜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
东四路8号中国人寿大厦第一层。客户服务电话：95519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关于撤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第五支公司大致坡镇营销服务部的公告

桂林洋高校广场项目遴选招标代理机构评选结果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海南双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海南信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结果公示期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0日，如公示期内各参选

单位无异议，第一中标候选人则为中标人。公示期满，将会向中标

人发放中标通知书，并签订合同。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898-65918158、13876313739。

海南桂林洋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桂林洋高校广场项目遴选招标代理机构
评选结果公示

◀上接A01版
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出贡献，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省政治生
活中的位置更加重要。

政协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作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广集良策，
形成了一批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建言资政成果。
此前，政协组织围绕琼州海峡交通瓶颈问题持续
开展跟踪调研，协助破解港航一体化推进中的难
点堵点，推进海口新海港客运综合枢纽项目建
设，有效缓解了琼州海峡“过海难”问题。

今年8月海南发生疫情后，广大政协委员和
政协机关工作人员还带头深入企业生产、项目建
设、农业生产一线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微建
议、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及时反映问题，就企业
复工复产、农业生产恢复、基本民生保障等方面
建可行之言、献务实之策。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使命越艰巨、责任越重大，就越
要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形成齐心协力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最大
公约数。

目前，全省各市县已全部构建起党领导下
的统筹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党外知识分
子、新的社会阶层、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各方面
的大统战格局，打破了以往多部门分头管理小
而散的困境，逐步形成了真正的、广泛的、紧密
的大团结。

凡事讲法成为办事行政重要准则

从2021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的5.66%，
到2022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突破95%——海
南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以出庭应诉为原则、不
出庭应诉为例外”，出庭应诉率大幅提升。

当前，“民告官能见官”在海南正在成为
常态。

省长冯飞要求，持续加强法治建设，为自贸
港建设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

近年来，我省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全省工作
大局中统筹谋划，出台《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年）》，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
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推进政府治理
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

2021年，我省先后编制完成《法治海南建设
规划（2021—2025年）》《海南省法治社会建设实
施方案（2021—2025年）》《海南省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一规划两方案”，制
订了《海南省依法治省工作考核办法》，提升了法
治考核在全省综合绩效考核中的分值占比。

2022年，省政府办公厅又印发了《2022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明确健全政府机构职
能体系等7个方面27项工作任务，进一步推进依
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

全省干部队伍法治意识、依法行政水平不断
增强。“凡事讲法”“依法行政”已成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办事和行政的重要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施行
以来，省人大认真抓实立法这项法治基础工作，
坚持“急需先立”“小切口”立法原则，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海南自由贸易
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相继出台，以法治力量
增强投资者信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
例》《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等
先后问世，为重点产业加快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作为国内第一部针对游艇产业的地方性立
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从产业
发展、检验登记和航行、游艇租赁、服务与监管等
方面作出规定。

业内普遍认为，这次立法将为游艇产业发展
注入信心和动力，推动海南游艇产业快速发展
——截至2022年5月底，全省已建成游艇码头
13个，泊位2200多个；登记游艇保有量1200余
艘，约占全国16.2%。

保持高压态势呵护一方文明净土

已立刑事案件36起，到案104人，查扣涉案
资产8.46亿元……

这组数据，来自专门侦办海南凤翔蔬菜批发
市场、海口南北水果市场违法犯罪问题的“1·13”
专案组。这一案件，是我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后的第一起“民生大案”。

近年来，我省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常态
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同时先后开展两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深入推进电信网络诈骗专项治理，持
续开展缉枪治爆、命案侦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等专项行动，努力把平安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深厚底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丰硕，累计打掉涉黑
涉恶犯罪团伙341个，破获刑事案件4429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6388人；

两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成效明显，环琼毒品查
缉、智慧禁毒管控、毒情监测体系建立健全，现有
吸毒人数占比从2017年的5.17‰降至1.09‰；

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推动构建
“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格局，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增幅连续10余个月
回落；

依法严惩涉养老诈骗犯罪，共立养老诈骗刑
事案件50起，已破案4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7
人，为群众挽回损失2000余万元；

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强化
基层治理，加快推进综治中心、社管平台、网格
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四位一体”机
制建设；

全面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建
立乡镇（街道）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大量信访
问题及时就地解决，努力把小问题小矛盾化解在
基层；

推进“智慧海防”“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建设，
深化与周边省份反走私合作，加大巡逻管控和查
验监管力度，高效精准打击走私、套代购、偷渡、
贩毒、越境捕捞等违法活动，确保海上安全。

这组数据令百姓心安：2021年，涉枪案件数
7年连降，刑事案件立案数11年来最低，“两抢一
盗”立案数近20年最低，命案发案数建省以来最
低……

一个个数字，一项项举措，折射出黑恶犯罪
得到根本遏制、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更高水
平的法治海南和平安海南建设深入推进，“创建
全国最安全地区”的蓝图加速成为现实。

社会安定，民心齐聚。省委坚持把精神文明
建设摆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突出位置，推进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走深、走细、走实。这一
决策得到了全省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无论是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龙头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还是覆盖全省各个市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试点工作，群众都是主要参与者更
是最大受益者。

三亚市海棠区林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挂牌后，市民王琪和朋友们成了这里的“常
客”，看书、练字、健身、做志愿者，退休后的日
子过得很充实。大家都说，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就是群众的“精神驿站”，推动文明实践触角延
伸到基层。

放眼今日海南，文明新风扑面而来——《海
南省关于贯彻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行动方案>的实施意见》《海南省关于贯
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
施意见》的出台，为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提供基本遵循；《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
施行，以法治的方式加强对文明行为的引导和
规范……

城乡面貌、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文
明程度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海南正
着力建设平安法治、文明和谐的自由贸易港。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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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度 引促并举 促进市场回暖
近日，在海口友谊阳光城，海口市民胡宇和家

人享受了一顿大餐。“抢到了消费券，加上优惠促
销，这顿饭省了近100元。”胡宇说。

“受益于政府消费券，商场人气恢复得不错。”
海口友谊阳光城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将结合节
假日、消费热点等进一步做好特色主题活动策划，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为加快推动消费回稳回暖，海口近期推出直
播促消费活动，在抖音直播间发放“惠聚椰城”专
属消费券，并上架多种业态代金券，涉及零售、餐
饮等行业。同时通过云闪付App发放免税消费
券。在消费券和促销活动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海
口消费市场有所回暖。

从全省看，一些市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纷纷采取举措加大力度激活消费市场。文
昌、白沙等市县纷纷发放消费券；免税、家电等领
域促消费举措也不断推出。

开展离岛免税、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促销活
动，出台实施激励餐饮业和零售业企业营业收入
上规模的专项政策措施；

“发放5000万元旅游消费券吸引人流”“发放
1亿元消费券提振岛内消费”“放宽限购政策大力
刺激汽车消费”……多项提振消费的“硬核”举措
推出。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继续办好
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加大旅客入岛引流力
度，积极促进生活消费复苏，推动重点市县发放餐
饮消费券，鼓励重点城市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
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设深夜营业专区等特色餐
饮街区，大力发展“夜经济”新业态，扩大汽车消
费，刺激家电消费，发放家电消费券。

出新意 抓住重点 深挖消费潜力
位于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阿玛尼海岛

漫旅快闪店，近来让不少消费者沉浸其中。9月5
日开设的快闪店，带来了阿玛尼新款香水，并推出
打卡送托特包、制作美妆明信片、专享买赠等活
动，吸引了诸多“粉丝”。

新店开设，新产品吸睛，新活动促销力度
大，是当前海南部分离岛免税店吸引消费者的

“法宝”。
促消费，需聚焦重点领域，深挖离岛免税等领

域的潜力。在三亚，三亚海旅免税城、国药中服免
税三亚店刚刚恢复营业，便推出线上线下系列促
销活动，推出会员超值优惠券、4折闪购、大牌满
额礼赠、开学助力优惠券等。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国庆、元旦、春节等
假期，加大品牌引进力度，强化促销力度，争取把

被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轶梅表示，按计划，下半年该免税
城将开设多家大牌新品店，一些品牌店铺也将进
行全新升级改造。

除离岛免税购物外，在我省不少消费领域，一
些新项目、新产品、新活动也受到消费者欢迎。海
口日月广场谋划建设“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全
球好物展销会”项目，现已完成7个展馆近500平
方米的展馆搭建，招商遴选出237个国际品牌、超
1000个时尚商品和民生消费品在展馆展销。海
口万象城发力轻奢业态，新店陆续开设，助力首店
经济发展。

优渠道 数字赋能 打造新增长点
最近，海南望海国际广场正打造消费新平台，

加大力度布局线上业务。通过开展电商直播带
货、推出线上优惠活动，“望海到家”线上业务实现
环比增长超过200%。

“下一步将联合本地团购服务商推出直播带
货营销活动，同时围绕节庆假日消费、周末夜间消
费热点开展营销活动。”海南望海国际广场副总经
理高志萍表示。

受疫情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观念和结构
在改变，线上服务需求在增长，为数字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动力。我省一些企业也紧抓机遇积极进行
数字化转型，满足数字化消费需求，在促进市场回
暖、推动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我省
消费市场发展的一大亮点。

在餐饮领域，我省餐饮企业通过发力预制菜
研发、生产和销售，开拓线上销售渠道等方式开拓
市场。海口古姑姑餐饮店开发了椰子鸡、海鲜水
饺等产品，并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将产品卖往岛
外。匠子烤鱼等海南餐饮企业推出多种外卖套
餐，受到消费者欢迎。

多元的旅游业态也延伸到线上。今年中秋
节，海口打造“身未动，心已远”直播活动——云端
打卡海口希尔顿酒店下午茶，并在海口云洞图书
馆推出航拍直播“云赏月”，两场直播共吸引了4
万多人次观看。海南铜鼓岭景区在美团、抖音等
平台推出门票、车票限时秒杀等营销活动，精准投
放给本地用户，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

从流通端看，疫情催生出更多新的物流模式，
依赖数字技术的跨境电商消费释放潜力，同时农
村电商加快发展，促进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

8月以来，海南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保持增长
态势，同比也实现增长。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我省将进一步发挥电商优势，组织举办

“琼尽全力、抗疫有我”电商抗疫助农、“琼有好
物”、2022电子商务直播嘉年华等系列电商促销
活动，助力农产品销售，促进消费增长。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加力度 出新意 释放“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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