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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建设的灿兴花园项目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玉俊村那伟坡，项目拟建1栋地上15层、地下1
层的住宅楼，拟建总建筑面积4123.04m2，地上建筑面积3848.63m2，
地下建筑面积274.41m2。鉴于周围原有民宅较多，涉及现状道路使
用，为广泛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2年9月20日至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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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灿兴花园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92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国际仲裁院〔2020〕海
仲案字第1425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21年1月18日
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叶铁生、叶文生与被执行人欧曼玲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被执行人欧曼玲
名下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银龙路城信大厦A座1105房[不动产权
证：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0253319号]。因被执行人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对上述查封财产予
以处置。如对上述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根据老城经济开发区入驻要求，竞买人及申请项目须符合老城经济
开发区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

（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
牌出让：

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9月20日至2022年10月19日到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澄迈县
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咨询和领取《澄迈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19日下午4:00前（以实际到账为
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的，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10月19日下午5：30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10月11日上午8:30。
（二）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1日上午10:00。
（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2:30至5:30

（工作日）。
（四）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土地交易厅。
（五）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
（一)该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用地征收工作

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
附着物等款项均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地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
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
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
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经核查，该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
组织供应的土地。

（二）该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边界
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2年建设用地计划。该地
块将用于标准化厂房项目建设使用，属于低碳制造业。

（三）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防灾、
抗震等要求；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根据建设规模
及周边基础设施条件，合理规划建设其他各项配套服务设施（含居委
会、居民存车处、便利店、垃圾收集点等）。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
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经查
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
染地块范围内。

涉及装配式建筑的，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和澄迈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要求执行。

该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四）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
〔2018〕7号）的相关要求，该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如因乙方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开发建
设计划发生变动，可报请澄迈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对本协议达产时间
进行适当调整），在约定达产时间内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
（300万元/亩）；自项目达产之日起，税收不低于180万元/公顷/年
（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12万元/亩/年）,营业额不低
于7500万元/公顷/年（500万元/亩/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五）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
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七）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

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澄迈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
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八）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
管理规定。竞得人须在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后半年内，按海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琼建定〔2016〕
299 号）在宗地范围内修建围墙。

（九）该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澄迈县人民政府
批准不得发生变动（竞得人向其关联方转让股权除外）。

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协议时
提交并向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竞得人竞得本宗土地后在土
地使用年期内未经属地市县人民政府同意不得进行转让。经同意转
让的，相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十）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出让合同生效
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
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

（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0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2〕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196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
编号

27010-
201962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富音
北路0.42公里西侧地段

面积
（公顷）

5.328706

用地规
划性质

二类工
业用地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8

建筑
密度

≤50%

绿地率

≤20%

建筑
系数

≥30%

建筑
高度

≤36米

起始价
（万元）

2362

保证金
（万元）

2362

备注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市美兰区板桥

路线路进行网络优化。届时，线路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手

机、ITV、上网、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影响中断360分钟。具

体情况如下：

u2022年9月23日凌晨00:00～06:00，对海口市美兰

区板桥路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金盘局机房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传输的
业务使用将受影响5个小时，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9月17、18、19、20日（凌晨02:00～07:00）对
海口金盘地区的电信网络系统及部分宽带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

23日凌晨00:00～06:00对海口市秀英区域网络系统

进行优化。届时，海口市秀英区域地区宽带上网使用

将受影响中断2个小时。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

22日凌晨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

级优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

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20日

海石大厦及院内建筑物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9HN0226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大英菜街1号海石大厦及院内建筑
物进行招租。招租价格为162051元/月。租赁期限为七年，以
成交价作为第一年月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
态报价方式交易。

公告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2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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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
话：0898-66558007麦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
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9月20日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
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不得参加本次海域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
海域使用权闲置、非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
人。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
求提供的相关文件。（五）提供不低于215万元，在公告期间的银行资
信证明。（六）参加竞买报名时须缴纳竞买保证金64.2万元。

四、挂牌文件获取方式：申请人可于2022年10月19日前到海
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9月19日至2022年10月19 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
9月19日9:00至2022年10月19日12:00（办公时间），经审核，申
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10月19日16:00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并出具《竞买资格确认书》。（三）报名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
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 海南
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10 月10日9:00
至2022年10月24日14:4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10月24
日14:4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林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6
号海域（海床）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
成部分。（二）本次挂牌具体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9月19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
2022-06号海域（海床）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
2022-06号海域
（海床）使用权

用海
位置

英州镇小赤岭—
龙头岭南侧约
2.65公里海域

用海面积
（公顷）

14.4647

用途

建设海底数据舱、分
电站、海底电缆和海
水换热管路系统

用海
类型

工矿
通信
用海

用海
方式

透水构筑物、海底电
缆管道、其他开放式

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
期限（年）

1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14.01

保证金
（万元）

64.2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9月23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农
行琼山海发工贸有限公司等968户杨就发债权项下抵押渔船［本
次处置的琼文渔00017渔船建造完工日期为1990年 12月 10日，
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琼文）船登（权）（2021）HY-100017号，船
舶种类为国内捕捞船，船体材质为木质，船长23.1米，型宽5.7米，
型深 2.7 米，总吨位 102吨，净吨位 36吨，双控功率为 405千瓦。
该渔船因为建成时间久远，且长期未保养、维修，机舱内主机等机
电设备及船身严重泡水，船体破损严重，已丧失续航、作业能力，
目前停靠于文昌市清澜港。］参考价:人民币183.75万元；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36万元整。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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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涉及的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
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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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
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人
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
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
年9月22日止。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2年9月22日16:30前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9月
22日 17:00。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听涛居15A。电话：0898-68598866、13519892888。委托方监督
电话：0898-68664292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
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海南监管局监督电
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20914期）

●海口美兰美瑞猪排料理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码：JY24601081131607，声明
作废。
●海南新历壹号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27MA5TN50YX7）遗 失
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元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U01BU1K）不 慎
遗失前法人章（周波）一枚，声明作
废。
●出租人：卢芳，承租人：陈旺旺遗
失坐落于大英街2-1号机械工业
研究所实验厂宿舍第五层505房
房屋租赁证，证号：海美审租赁
〔2022〕005441号，声明作废。
●金钢不慎遗失船名为“梓竣”的
游艇适航证书，船检登记号：
2017Q0001009，特此声明。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2536号 本院依据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湛江仲裁委员

会〔2021〕湛仲字第455号裁决书及

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

人罗小青与被执行人王彬土地使用

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

罗小青申请王彬协助其将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文明东路北侧[国有土地使

用证：海口市国用〔2006〕字第

002753号]土地使用权变更过户登

记至罗小青名下。现本院拟将上述

财产裁定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

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

产。特此公告。 2022年9月16日

关于注销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现对李桂文持
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予以注销。发包方
全称：青松乡牙扩村委会南针一经
济合作社，承包方代表姓名：李桂
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白沙市（县）农地承包权（白家）第
070603021号。注销的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为无效证件。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2年9月19日

声明
朱 玲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440111197111110068，身份证信
息于1996年7月12日被冒用注册

“海南大勇藻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被登记为监事职务。特此声明。

声明
近日发现有人冒用我公司信息注
册个体户、办理出版物许可证。我
公司已将所有名单报告给相关部
门，那些违法取得出版物许可证的
行为与我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海南智汇创业园区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电话：0898-66523285），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11月23日下午2时30分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减资公告
中企万邦实业（海南）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MA5TYFDD8G）拟 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伍仟万圆整减少至壹佰万圆整，
原有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朱家君遗失律师执业证书，执业
证号:14601201710292653，执业
证流水号：11329349，现声明作
废。
●陈焕仁遗失车牌号琼F08905
车的营运证一本，营运证号：
460400063746，声明作废。
●海口誉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46010100076654）不慎遗失财务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中心卫生
院遗失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
可 证 副 本 ， 登 记 号 ：
M46003157000010010，声明作
废。
●海南青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GLUJ1A) 不 慎
遗失（韩艾洲）法人私章，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 告
海口艾宝早教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俏芸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948号），现依法向你公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声明
朱 玲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440111197111110068，身份证信
息于1997年4月10日被冒用注册

“海南吉佳贸易有限公司”，被登记
为监事职务。特此声明。

声明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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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公告
根据海秀快速路交通组织优化完善工程，海秀快速路、国兴

大道、龙昆南立交匝道部分车道将于2022年9月23日至2022
年12月31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车辆、行人
通行。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按现场交通警察的指
示通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其中，2022年9月23日23:00至
2022年9月26日6:00，将封闭国兴大道东向北连接南大立交
匝道和国兴大道东往东掉头口。2022年9月26日6:00利用疏
导便道恢复国兴大道东往北至南大立交的交通。特此公告。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9月19日

房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XZ202209HN0222

受委托，按现状对昌江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原国税霸王岭税
务所办公楼108-首层等4宗闲置房产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
标的：（一）原国税霸王岭税务所办公楼108-首层；（二）原国税
霸王岭税务所办公楼二层；（三）原地税乌烈所二层（含走廊和
楼梯）；（四）原国税乌烈所一层。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
作为第一年月租金，第1—3年租金保持不变，第4—5年在第3
年租金基础上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
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2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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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股东会书面决定，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300095490144E,注册资本：60000万元）和其
全资子公司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300MA5RDXK840,注册资本：153500.3931万元）拟采
取吸收合并方式进行重组，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存续，洋
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依法注销，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
后存续的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承继，相关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进行债务清
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