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输采用全程冷链方式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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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以下简称自行车
赛$定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我省举行% 赛事级别为洲际
!%&'

级即亚洲顶级&分
#

个赛段&比赛时间为
#

天&比赛起点'终点
均设在三亚市&途径全省所有

$(

个市县%

自行车赛时间"线路和赛段

第一赛段( 三亚)陵水)保亭%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

**+

,-

(

**

&比赛距离
,!./0

公里%

第二赛段( 保亭)五指山)琼中)万宁兴隆%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

**+$1

(

-.

&比赛距离
$(!%.

公里%

第三赛段(万宁兴隆)琼海)文昌&比赛时间(

$$

月
$-

日
$*

(

**+$-

(

1*

&比赛距离
$.-%2

公里%

第四赛段( 文昌)定安)海口% 比赛时间(

,,

月
,1

日
,*

(

**+

,-

(

!0

&比赛距离
,.13!

公里%

第五赛段( 海口)临高)澄迈%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

**+

$-

(

1*

&比赛距离
$0!%1

公里%

第六赛段( 澄迈)屯昌)儋州% 比赛时间(

$$

月
$0

日
$*

(

**+

$1

(

!*

&比赛距离
$($%1

公里%

第七赛段(儋州)白沙)昌江)东方%比赛时间
$$

月
$2

日
$*

(

**+$1

(

-*

&比赛距离
$(2%0

公里%

第八赛段(东方)乐东)三亚%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

**

&比
赛距离

$(.

公里%

第九赛段(三亚市绕圈赛% 比赛时间
$$

月
$#

日
$*

(

**

&比赛距
离

2#%!

公里%

比赛具体行经的道路按照组委会确定的路线进行%

为确保自行车赛顺利进行&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赛事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通告如下 (

一'在上述比赛路段内 &公安机关将按照比赛时间提前采取
交通管制措施% 沿线交通管制道路和时间范围内 & 除参赛自行
车 '持有证件的警车 '后勤车 '救护车 '记者车等相关车辆外 &禁
止其他车辆通行% 在管制时间内&社会车辆等待恢复交通后通行
或绕行其它道路%

上述路段恢复社会交通的具体时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根据比赛进程决定&将采取分时'分段恢复交通%

二'在交通管制期间&各种车辆和行人&要服从执勤警察和维持
秩序工作人员的指挥&严禁进入'横穿管制的路段&不准骑自行车尾
随比赛的车队%

三'自行车赛沿线城镇'村庄'农场的广大群众&请看管好自己
的牛'羊'猪'狗'家禽等&不得让其进入交通管制的路段%

四'自行车赛沿线单位和广大群众&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以免影响出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自觉遵照执行%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五日

!"#$%&'()*+,-./01

!""#2!"345$6789:';<=;>

受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委托&根据*海口市土地交易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将拍卖转让海口市海秀公
路北侧的二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转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注(

4

和
5

地块及
5

地块上的建筑物按现状整体转让%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它组织均可参加竞
买%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报名期限及资格确认

有意竞买者可到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一楼土地交易市场大厅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查询和凭有效身份证件购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手册+& 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

报名时间(二
66

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二
66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海口市

土地交易中心将在二
**

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按起拍价的
,*7

计
.(

万元缴交&此款项须在报名前存
入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账户%

六"拍卖时间及地点

拍卖时间(二
66

九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整#北京时间$%

地点(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一楼土地交易市场大厅%

七"其它事项

#一$本次拍卖转让的
5

地块地上建有一幢建筑物&该建筑物没有
规划报建及房产登记记录&属违章建筑&该违章建筑物的所有风险由
竞得人承担% 拍卖成交后&该地上建筑物由竞得人自行处理&法院不负
责搬迁&房地产权自拍卖成交裁定送达竞得人时起转移给竞得人,

#二$竞得人须在拍卖成交后
2

日内&交清拍卖成交款项&如在约
定期限内未能交清拍卖成交款项的&取消其竞得人资格&其预先交纳
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拍卖成交后&法院仅出具相关法律文书&产权过户手续由竞
得人自行到主管部门咨询并按规定办理,

#四$一切因过户产生的税费和应补交的相关费用由竞得人承担,

#五$本次拍卖按现状条件整体拍卖&土地用途和面积按拍卖物的
权属登记证明确定% 若规划用途与权属证明登记的用途不一致&或实
际面积与登记面积有差距&风险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咨询电话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

$

0(.-,2"" 0(.-"0#,

网上查询(

888%9:;<=>?;:3=@A3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二
**

九年十一月六日

!?@4ABCDEFDGHIJK$>

序号

4

5

位 置 面积#

+

&

$

使 用
年 期

土 地
用 途

容积
率

建 筑

密 度
绿地
率

起拍价
,

万元
-

海秀公路
北侧 -###3#0

-$.2302

海秀公路
北侧

0-

年

0-

年

城镇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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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推出牡丹广安堂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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