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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美兰临空经济区一期演丰片区搬迁
村庄回迁安置房选房顺序登记工作的通告

尊敬的被征收人：
根据美兰临空经济区一期演丰片区搬迁村庄项目工作安排，

为科学合理地开展美兰临空经济区一期演丰片区搬迁村庄回迁
安置房安置工作，现定于2022年10月26日至2022年10月27日
（上午9:00—12:00；下午2:00—5:30）进行选房顺序号登记，请您
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实物补偿方式）》、授权委
托书的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选房的具体
方案和流程可在登记时了解，选房工作预计10月—11月。请选择回
迁安置房的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前往美兰临空经济区项目指挥部
进行选房登记工作。特此通告。登记地点：美兰临空经济区项目指
挥部（演丰镇美兰墟），联系电话：65724375。

海口市美兰临空经济区项目指挥部
2022年10月24日

首源商业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南侧，项目于
2022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该项目装配式建筑方案经海口市住建局
批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装配式建筑面积3%的面积奖励，装配式
奖励面积596.96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要求，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0月24日至11
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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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首源商业广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0月
31日10时至2022年10月31日16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
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化妆
品、酒等一批。保证金：30万元。

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
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
见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
的相关准则。也可登录海口海关网址查询。

标的展示：2022年10月27日至28日（查看标的应遵守当地
防疫要求）。

标的展示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61号海口海关。
电话：15595926868；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口海关联系电话：0898-68516387。
监督单位：海口海关监察室，投诉电话：0898-66188110。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21024-1期）

我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共31人，招聘人

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时间2022年10月31

日9∶00至11月6日12∶00，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考生

应在报名时间内登录海南省事业单位招聘网上报名系统（http://

hnsy.pinge360.com）进行报名。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具体要求及

工作流程详见琼山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qsqzf.haikou.gov.

cn/）和 海 南 省 事 业 单 位 招 聘 网 上 报 名 系 统（http://hnsy.

pinge360.com）公布的招聘简章。咨询电话：0898-65809737；

19989009975；17198933888。

琼山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0月24日

海口市琼山区2022年度事业单位（综合类）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受委托，将于2022年 11月24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1月 25日
上午10时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store/s/FL4oZX）上
公开拍卖标的：不动产权证号为HK161523，位于海口市府城镇中
山南路东侧建筑面积为2032.70m2的住宅房地产（含应分摊的土地
使用权）。一、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阿里拍卖账号并通过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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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海南省住建厅网站获取购房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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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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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二：13876364266；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21024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1月10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1月11日
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
taobao.com/）按现状整体公开拍卖：临高县临城镇市政大道凭海
临江花园项目在建工程及已建成房地产。参考价：46953.099392万
元，保证金：3000万元。凭海临江花园项目在建工程及已建成房地
产处置资产为：1.该项目未开发空地城镇住宅用地86655.96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和未开发零售商业用地4748.2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已建成的10套商铺（建筑面积10029.55平方米）；3.在建工程
12#、14#楼其中的78套住宅（建筑面积6069.91平方米）及其对应
的土地使用权 2461.67 平方米；28#、30#、31#楼（总建筑面积
63395.66平方米，已建建筑面积42316.59平方米）及其对应的土地
使用权24689.94平方米。展示时间及地点：2022年 11月 1日至
2日，标的物所在地。竞买人须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
求详见阿里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17589125720、
15103015015；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21024-2期）

●韩枫遗失海南新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季康城四期
水岸城邦24栋1508房的购房收
据两张，金额：50000 元，日期：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收 据 号 ：
XRF-0023054；金额：350000元，
日期：2021年11月24日，收据号：
XRF-0023186，声明作废。
● 周 忠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3026197010043572）不慎遗失
父亲周仕太骨灰安放证，证号：海
口市殡仪馆松柏宫1架10行1号，
特此声明。
●薛广贤不慎遗失儋州市被征地
农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木
棠）字第3096号，特此声明。
●薛广德不慎遗失儋州市被征地
农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木
棠）字第3167号，特此声明。

声明
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6989291528）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因故由他人保管，现无法找
回，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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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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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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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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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长久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转 让

海口市港澳开发区仓库转让
占地面积22000m2，对外转让。
电话：18100968256李女士。

招租信息
根据国资委管理要求，我司对昌江
县建材厂原厂址土地进行公开招
租，现公告如下：一、面积：约175亩；
二、地址：昌江县叉河镇叉河村。联系
方式：26622832、17396482220（钟
涛）。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业总
公司 2022年10月14日

招 租

声 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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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我司持有的三亚凤凰岛发展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基准日2022年 10月 20日，债权本金总额为134,024.00 万元，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合计38,736.95 万元，债权金额合计
172,760.95万元。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我司拟对上述4户
债权进行处置。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
约定计算截止基准日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
金额的承诺。上述债权设有商业用房和土地使用权等抵押担保；
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的连带保证，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
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公开债权转让处置（含组包或单户、两户转让）或破
产等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但以下主体不得购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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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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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
信被执行人；4.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不得购买的主体）。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22年10月24日至2022年11月18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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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 唐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6280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24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三亚凤凰岛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商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35,494.00
28,500.00
37,400.00
32,630.00
134,024.00

利息罚息违约金
7,065.08
10,270.09
13,555.67
7,846.11
38,736.95

债权金额合计
42,559.08
38,770.09
50,955.67
40,476.11
172,760.95

基准日
2022/10/20
2022/10/20
2022/10/20
2022/10/20

第19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
文艺会演拟于下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刘晓惠）近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群众艺术馆获悉，第19届海南省东西南北
中广场文艺会演拟于 11月 1日至 18日举办。
活动将采取“线上展播+集中展演”相结合的形
式，推出音乐、舞蹈、曲艺、戏剧等优秀文艺作
品。

此次活动共征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群众自编自
演的节目65个，有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汇聚
了我省东西南北中各片区的精彩文化元素，让人
民群众不仅能欣赏优质的文化艺术作品，还能了
解城市乡村文旅新风貌。

五大片区展演活动线上展播将于11月1日
至10日进行，采取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按片区进行组织评审，评选出音乐、舞
蹈、曲艺、戏剧的获奖作品。奖项设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活动组委会将从片
区中选取部分优秀作品，拟于11月18日在海口
进行集中展演。

据了解，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演自
200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8届，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省群众艺术馆承办，各市、
县、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协办，海南广电
旅游文化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孙
慧 习霁鸿 通讯员符晓虹 吴春娃 翁
小芳）据省气象台10月23日消息，南
海北部海面热带低压将逐渐减弱消
散，省气象局已解除台风四级预警。
根据相关规定，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
挥部终止海上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不过，受冷空气和减弱后的低压
环流共同影响，预计10月24日～25
日，海南岛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海
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
到大雨、局地暴雨。

省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东部地

区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墒情高，相关
部门需继续做好城乡积涝、农田渍涝、
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
灾害防范及水库风险巡查等工作。

根据气象预报，南海热带低压，
10月23日8时中心位于北纬19.9度、
东经116.5度，也就是距离我省三沙

市（西沙永兴岛）东北方向约560公里
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13
米/秒）。预计，低压中心将以每小时
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
动，在南海海面上逐渐减弱消散，由于
该低压对本省的影响减弱，省气象局
已于10月23日9时10分解除台风四

级预警。省防总也相应终止海上防台
风Ⅳ级响应。

省防总要求，各市县、各单位按照
《海南省海上防台风应急预案（试行）》
的职责分工继续做好恢复期各项工作，
并继续密切关注海上大风、海浪等预报
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受冷空气和低压环流共同影响

预计我省今明两天仍有较强降雨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五指山市通什镇龙庆新村生态搬迁小区，干净整洁的环境
令人印象深刻。该小区由报龙村及保国村毛庆村民小组、太平村新平村民小组搬迁而
来。2020年3月，省委、省政府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方案》，五指山市2
个乡镇5个村小组被划定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143户共491人需进行易地搬迁。

上图：俯瞰五指山市通什镇龙庆新村小区。
右图：从报龙村搬迁出来的村民黄梅霞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 李天平 图/文

528名新生入学海南省
乡村振兴巾帼励志中专班
扎实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步伐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2022级海南省乡
村振兴巾帼励志班中专班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
开学，共有528名新生报到。

据了解，乡村振兴巾帼励志中专班开设农产
品贮藏与加工、药品食品检验、会计事务、市场营
销、电子与信息技术等18个专业。在校就读可享

“五免一补”，即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课本费、免校
服费、免入校体检费。

乡村振兴巾帼励志中专班的前身是扶贫巾帼
励志中专班项目，源自省妇联于2009年提出的

“万名新型女农民教育培训计划”。将学历教育
引入妇联教育培训机制中，联合省教育厅、省扶
贫办和省财政厅，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创办实
施的扶贫项目，帮助困难家庭子女在学校接受3
年系统的职业教育，让更多的农村女孩享受推动
教育公平而带来的教育“福利”，争取有力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省妇联于2021
年将扶贫巾帼励志班升级为乡村振兴巾帼励志中
专班，扎实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步伐，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培育更多人才。据悉，该项目实施以来，共有
1.2万余名学生就读。

东方乐妹兰花产业园
研学基地挂牌成立

盘活闲置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八所10月23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麦凤
完）10月22日，东方市大田镇乐妹兰
花产业园研学基地揭牌成立。该园将
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发展村集体经济，
增加群众收入，为乡村振兴赋能。

据了解，乐妹兰花产业园此前借
助海南大学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
采取“政府+高校+党支部+合作社+
村民”的合作模式，引进秋石斛等喜
高温的兰花品种，打造了种植、销售、
观光、体验于一体的兰花基地。
2021年，乐妹村人均年收入约1.46
万元，比上年增长29.13%。

“以前，这里主要以兰花种植、管
理、销售为主，现在通过盘活一些闲
置资产，立足于兰花产业，探索发展
租赁、培训等产业。”大田镇党委书记
符吉亮说。

为更好稳基层党建工作“方向

盘”，进一步激活基层党建工作的内

生动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大田

镇通过立足基地原有设施，盘活空闲

资源，做出易落地、快启动、见效好的

产业业态。

“我们将按照农旅融合发展的
理念，做好大田农旅风情小镇这篇
文章，把大田镇打造成一个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乡镇。”符吉亮介
绍，该镇将聚焦产业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
等，打造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
新模式、新样本，闯出一条产业振兴
新路。

生态搬迁小区居民享受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