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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11月25日 星期五A14

遗失声明
海南美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林建佳）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十九冶石料厂（注册号：
4600041000278）遗失公章，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瑶山十九冶采石厂（注册
号：20142420-5）遗失公章，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叶娥英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C
区B栋121号房的交房收款流程
表交接单收据一张，票据号：
0007133，金额：650元，声明作废。
●张业青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新龙镇那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19210号，
声明作废。
●姚霞遗失海口绿地五源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化城收
据，收据编号：3010199，金额：
2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陈爱莲不慎遗失海南中升星辉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车订金收据，编码：0000569，金额：
10000元整，订购车型：E300L，声
明作废。
●东方城东安足堂足浴会馆（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60000MA5U1
1T06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洋浦广安爆破工程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71380446W）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温传轩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69005100458，声明作废。
●海南鑫孚瑞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
469005100742，声明作废。
●中共调楼镇抱才村委员会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儋 州 市 瑞 林 学 校（ 证 号 ：
52469003056363361Q）清 算 原
因：因停办申请注销。清算组由：
朱华斌、常先华、常秀霞、符壮敏、
徐木军、干体成、王锡华组成。清
算期间：2022年11月3日至2022
年12月17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朱华斌，电话：
13158955266，地址：儋州市那大
加平管区原瑞林学校内，邮箱：
1424331382@qq.com。

公示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教师书吧及
活动室建设项目》确定预算公司
为：合肥亿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确定结算审核公司为：广东金业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确定项目设计公
司为：中创敦朴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确定项目监理公司为：君珺（海
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公示期限：
2022年11月25日至29日。投诉
电话：23888070，联系人：王老师。

债权转让公告
海南儋州康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根据我公司与张军于2022年
11 月 20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贵单位所欠我公司的借款人
民币 70万元及相关权益转给张
军，请贵公司向张军履行偿债义务。

临高新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0日

●洋浦好又来便利店商行不慎遗
失（羊正烂）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笪如红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江南乐居C区B栋213号
铺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
〔2022〕乐 东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724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健甫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那大文化路分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9003693156402W）
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一本，备案编号：琼儋州食药监
械经营备20210046号，声明作废。
●文昌铺前培德傢俬店遗失（叶能
城）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市慈善总会不慎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69007754368303W，
声明作废。
●文昌太极大药房文政店不慎遗
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备案编号：琼本级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0247号，特此声明作废。
●庄桂珠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
证号：460104199201020049，特此
声明。
●海南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澄迈超市不慎遗失中国银行
文化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5963204，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合福村民委员会
仁格村村民小组原公章停止使用，
现声明作废。
●海南鑫恒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海南鑫恒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籍春雨私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万宁万城德诚五金交电商行（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69006MA5
RE6KJ6M）不慎遗失金税盘，盘
号：661620703477，声明作废。

●海南杰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29406859-0）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琼海市龙江镇南面村下村组股
份经济合作社遗失琼海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博文信用社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56990101，现
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佳尼美甲店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郑有忠、郑有典、黄映英、郑庆、
郑兴遗失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变更
确认通知书，编号：2020162号，特
此声明。
● 赵 学 峰（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62919831020409X）不慎遗失
海口市美兰区富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千江悦A区313号收据（车
位），收据编号：0077619000853，
车位款：81050元，声明作废。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81122737，声明作废。
●文昌清澜伍家香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35594，声明作废。
●昌江昌化金龙海鲜楼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编号：
JY24690260008379，声明作废。
●海口海岛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吴鑫）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禾实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UM
8P1D）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蓬莱吴记食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
JY24690051129987，声明作废。
●孙满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
东县江南乐居C区B栋213号铺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2022〕
乐东县不动产权第0001723号，现
声明作废。

江东地区特色餐厅

对外承包招商
餐饮经营面积：2层200m2，厨房面
积：80m2，主营：西餐、海鲜，室内
装修精致，环境舒适，户外场地临
海、沙滩林下风景优美场地适合商
务接待、家庭聚会、企业年会等高
端团体用餐，承包价格面议。刘先
生：18898276628。

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海南泽泰商贸有限公司
定于2022年12月12日上午9点
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善集内八
路 8 号别墅会议室召开股东大
会。大会议题为：讨论决定本公司
住所变更及股权变更事宜。未出
席会议的股东视为自动放弃表决
权，望各位股东准时参加。

海南泽泰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21125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2月2
日10:3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按
现状第二次公开拍卖：委托人处置
的库存商品、半成品、原材料和周
转材料等存货资产。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2月
1日17:00时止。参考价：16.66万
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人民币。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 12月 1日
17:00时之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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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519892888。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1125-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2月12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12月13日上午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
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
com/）按现状公开拍卖：海口市义
龙路26号139平方米商铺（原信
宜大厦一楼）54个月租赁权。租
赁起拍价为 15642.5 元/月，租期
54个月；竞买保证金：1.5万元。展
示时间及地点：见报之日起至
2022年12月9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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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减资公告
新济域（海南）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根据2022年11月20日股东
会决议，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
减至1000万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汽运物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201270154N）因
无法继续经营而决定申请解散，现
进入清算程序。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办理债权
债务申报等相关事宜。逾期未申
报的，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联系人：邓先生，联系电话：
13907598616，地址：海口市美兰
区海府路81号华运大厦）

海南汽运物业公司清算组
2022年11月25日

遗失声明
海南天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何悦）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考试局印刷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600001004
244；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通和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01001
002916；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遗失海南
森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填开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
5份，发票代码：4600214130，发
票号码：01686205 至 01686209，
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十九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4602001004045）遗失
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十九冶工程公司（注册号：
4600001003150）遗失公章，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十九冶工程公司综合金属
加工厂（注册号：90125068-0）遗
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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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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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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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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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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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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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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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收购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拍卖公告

关于“电池级碳酸锂新技术研发创新基
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为便于公众了解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现将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反馈意见的方
式进行公示。一、公众查询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一）环评报告书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TG33yv96diNzBJUHQNfmKw，提取码：7ova。（二）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自行前往我司查阅。二、征求意见的范
围：项目周边临近企事业单位、村庄或居住区。三、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公参意见表网址：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将公众意见表以电子邮件或信函
的方式向建设单位进行反映。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南
（昌江）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号。联系人：毛总19976931949。
邮箱：113395804@qq.com。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年11
月22日—2022年12月7日。 海南行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受委托，定于2022 年12月11日上午10：00至2022 年12月12
日上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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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元，保证金：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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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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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25-1期）

下列车辆因涉嫌欠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被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暂扣物品决
定书》，采取了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规定，我分局决定自2022年11月25日起解除下列车
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的车辆牌号分别为：琼
D11893、琼A0P122。请以上车辆的车主（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10日内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地址：海南省五指
山市三月三大道111号，联系电话：0898-86622290）。办理车辆领
取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我分局将对扣押车辆依法进行处置。因以
上车辆的车主（单位）无法联系、下落不明，且我分局采取直接送达、
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的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以上车辆的车主
（单位）公告送达《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本公告公告期为30
天，公告期满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 2022年11月25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
关于《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送达公告

扬江花园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江路西侧，项目于2019年9
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增加一部电梯及屋面机房等内容。方案
调整后，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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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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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扬江花园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将于2022年12月12日10:00至2022年12月13日
10:00（延时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store/s/
FL4oZX）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三亚市天涯区新民街89号-1铺面约19年承租
权（三拍），评估价624064元，起拍价319520元，保证金60000元。

二、展示时间：2022年12月9日17:00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
展示（节假日除外）。

三、上述标的以现状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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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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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898-31982239 1333765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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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25期）

海南丰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华丰豪苑”项目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蓝天路8号，建设内容包含6栋高层住宅楼、1栋酒店及配
套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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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04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规定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
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 11月 25日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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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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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华丰豪苑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公示启事

公告
尊敬的中国电信客户：

海口市龙昆南快速路项目是市里民生重点建设项目，为

配合好该项目建设，按照市政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公司

需将位于海口市龙昆南东北侧的海府枢纽ZJG08进行割接

迁移，为确保通信线路畅通及安全。为配合好该项目设施建

设，按照项目部来函要求，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26日凌

晨00:00～03:00在海口市南沙路路面进行箱体割接迁移。

届时，金鹿开发区广信、中国移动公司、中国联通公司、海南

省大数据管理局、海南省公安厅、海口新城佳园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等用户会受到影响。如割接后第二天上午08:00后，您

的电话和宽带业务仍不能正常使用，请直接与以下人员联

系，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修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施工队长：陈益锋13307688765

项目责任人：林猛1890755416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我司拟向社会公开邀请一家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实施我司得胜沙

路71号海口大厦修缮加固工程项目设计、检测鉴定招标代理工作，
欢迎有意向的招标代理公司报名参与。

一、报名提供资料：（一）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从业人员或专家资
格证书、从业业绩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
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
公章）；（三）项目招标代理无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书（原件）；（四）密封
报价函（以收费标准折扣率计费）。

二、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2022年 11月25日—2022年
11月29日8:30—17:00时。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
源证券大厦5楼，联系人及电话：吴先生66511658。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2582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国际仲裁院〔2022〕海仲案
字第 703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22年9月7日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李婕国内非涉外
仲裁裁决一案。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被执行人李婕名下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云龙镇云定路 104 号云龙水郡（一期）122#低层住宅楼（B
型四拼）1—2（层）02（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琼〔2020〕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174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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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上述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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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良好支付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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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联系人：郑先生、周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83、665631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
路38号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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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8563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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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债权名称
澄迈县金岛贸易开发公司

所在地
澄迈县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40

利息
337.98

担保情况
海口市琼山区玉成村241.48平方米土地抵押

当前资产状况
停止经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澄迈县金岛贸易开发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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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万元

迁坟通告
海口市临空经济区第三批次（片区 11、27 地块）项目位于海

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668906.67平方米

（约合1003.36亩）。项目涉及演丰镇美兰村委会美兰上、谭康

仔、美兰下村民小组，演丰镇昌城村委会新东、中村、下塘村民小

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

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政府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

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65369101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2年11月25日

通知
各物主、权利人：

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我局将对云月湖体育公园项目19.542亩

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权属和构筑物进行登记，四至范围详见勘测定界

图，请涉及到的权利人或单位于2022年12月10日前，持有效及合

法手续到市房屋征收局城市更新科办理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将视为

自动放弃。

特此通知。

附件：原湛江海关用地勘测定界图

儋州市房屋征收局

2022年11月24日

（联系人：王崇粲，15108955333）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西郎岭矿区建筑用
花岗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更正公告
现将2022年11月24日海南日报A13版面发布的《乐东黎

族自治县千家镇西郎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公
告》（公告编号：矿拍〔2022〕01）第五条第（五）项和拍卖出让手册

“拍卖出让须知”2.2.10的内容更正为：“本次拍卖出让不缴纳竞
买保证金，出让成交公示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
同，采矿权竞得人不得无故拒绝签订出让合同，否则，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追缴拍卖出让竞得价款20%的
违约金”。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22年11月25日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省管网有限公司
相关股权及股利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1HN0289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家

管网集团海南省管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应收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省管网有限公司2021年股利分配。

一、基本情况：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省管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
年1月10日，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经评估，截至2022
年8月31日，公司资产总计284，014.39万元，负债总计136，078.53
万元，净资产147，935.86万元。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书。

二、标的股权及股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694，460，797.57元。
三、公告期为2022年11月25日至2022年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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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34 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