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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陵水县广播电视景观发射塔工程
二、招标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
三、招标内容：招代理机构1家，负责上述工程的设计标、勘察

标、施工标及监理标的招标工作。
四、资质要求：独立法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含）以上资质；

项目负责人具有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五、报名时间：2014年8月6日起至2014年8月10日17：00止

（以网站公布时间为准），节假日不受理注册备案。
六、报名事宜：详情请登www.lszbw.com按照投标指南办理。
七、抽签时间：2014年8月15日11点整；地点：陵水县政府综合

办公大楼C幢（纪检楼）5号会议室。（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按弃权处
理）

联系人：黄先生（招标办） 电话：83333299
王女士（广播电视台）电话：13876542305

海南产权交易所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08HN008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港澳工业区贝达斯工业大厦二
楼整层、三楼（1867.5m2中的966.82m2）共2834.32m2房地产权益，挂
牌底价460万元。

贝达斯工业大厦主体框架建成于1996年10月，总层数4层，钢
混结构，层高约4米，户型为大开间，南北朝向，通风采光较好，目前出
租作为印刷厂车间和办公区域。该标的为抵债资产，由法院裁定取得。

公告期：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9月2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303602，海口市龙昆南路
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03（施
小姐）、0898-66558023（李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8月6日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关于对海南创建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的公告
海南创建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0日，我厅根据举报立案调查你公司发行侵犯他人
著作权的出版物《海南年鉴》（2013卷）行为。经调查，你公司发行侵
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物《海南年鉴》（2013卷），违法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其行为违反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项的
规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六条罚则，我厅决定责令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拟罚款
60000元。现因你公司搬迁，下落不明，我厅决定公告送达对你公司
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你公司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你公司可在公告送达之
日起7日内向我厅提出陈述、申辩的书面申请。本《行政处罚告知
书》自公告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2014年8月6日

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三亚明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悦信希尔顿逸林酒店》（原明

日大酒店），已由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现决定对该项

目的给排水、消防、排风、石材玻璃幕墙、智能弱电、装修（KTV、客

房、大堂、）电梯等工程施工进行招标资格预审。资料的获取，地

址，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20号凯威大酒店五楼悦信集团。时间

为2014年8月11日至2014年8月15日，每天上午8时至12时，

下午2时至5时30分。

联系电话：固话0898-68628073 手机：18689503160

联系人：刘小姐。

特此公告

三亚明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2014年8月4日

受委托，定于2014年8月15日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车牌号为琼AU8823的越野车一辆（进口指挥官5.7），参
考价：25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8月15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标的展示时间与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8月14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
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8月14日17:00前到账为准；
5、特别说明：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买卖双方应缴的所有税费均由买

受人承担；
联系电话：0898-31982239、15501739802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项目名称：三亚市海棠湾企业绿都项目起步区内

10KV林旺线#83-#99杆线路迁移改造工程

招 标 人：海南电网公司三亚供电局

第一中标候选人：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康德泰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湘电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截止时间前（2014年8月6日

至8月8日）向主管部门提出，电话：0898-88636650。

2014年8月6日

中标公示

1.项目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三亚新火车站加油
站项目（施工）。2.招标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3.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总用地面积2662.45平方米，主要建设1
栋1层站房、1个加油罩棚及1栋3层综合楼，总建筑面积1070.0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 1070.0平方米，容积率 0.4。其中站房建筑面积
168.3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上1层，建筑高度5.25米，综合楼建筑面
积622.2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上3层，建筑高度9.75米，室内外地坪
高差0.15米，主要功能为便利店、储藏室、站长室、办公室、活动室、发
卡中心等。4.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资格要求申请人具备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企业。5.投标报名：（1）报名时
间：2014年8月6日至8月10日。（2）该项目实行网上报名，详见：三亚
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网。 6. 联系方式： 招标人：李小姐
13136031555 。代理人：梁先生18976012020 。7.详细内容请登陆
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tb.sanya.gov.cn）查询。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2014年8月6日

招标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4年8月21日上午10：0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
公开拍卖：

1、海口市国贸大道北侧九都别墅H座，建筑面积509.40m2，占地
面积138.44m2。参考价：70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2、海口市海甸岛三西路23号兆南公寓3号楼一套住宅房产，建筑
面积84.75m2。参考价：4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

金以到账为准。
联系电话：68529008 13807661827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1号长城大厦1704房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40821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
拍卖大厅按现状整体净价公开拍卖：

位于定安县黄竹镇文明北路西侧竹景花园1#和3#住宅楼
（建筑面积约12764.4平方米主体工程）及住宅楼占有范围内的
6478.93平方米(约9.7184亩)土地使用权。

参考价：22790170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700 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8月22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8月22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电话：0898-31651617、13907552187（熊小姐）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公司网址：http://www.tlwpm.com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中标公示
万宁市太阳河防洪整治工程（三期）施工招标，已于2014年8月

5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

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一标段）左岸：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标段）右岸：第一中标候选人：四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浙江万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4年8月6日至8月8日），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万宁市纪委监察局投诉，电话：0898-62223310。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亚龙湾椰风路南部地块项目精装修工程施工

（一、二标段）招标人：三亚虹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国

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规模：亚龙湾南部地块项目总计

容建筑面积约897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1185平方米，主要

建设内容为1栋精品会展、4栋配套酒店及综合服务配套设施，

总投资约12亿元。报名时间：2014年7月25日至7月29日，详

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联系人：李工88568313，潘工68529449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亚龙湾滨海公园项目（施工）招标人：三亚亚龙湾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规模：亚
龙湾滨海公园项目位于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总用地面积

38.06公顷，拟建配套建筑物总建筑面积19429.24m2（不包括图腾柱

广场地下建筑改造面积 9500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877.87m2

（计容），地下建筑面积7551.37m2（滨海综合服务站地下室建筑面积

603.48m2，地下车库建筑面积6476.47m2，过街地下通道及出入口建

筑地下室建筑面积 471.42m2，建筑层数地上 1层（局部 2层）地下 1
层。报名时间：2014年8月1日至8月5日，详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联系人：李工88568313,潘工，68529449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理机构：深圳市建星项

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美盈村、新坡镇曰
富村、卜公园道路建设工程项目；一标段：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美盈村道
路工程；二标段：新坡镇曰富村、卜公园道路工程。资格要求：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或市政公用工程叁级（含）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具备相关
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考证。不接受联合体。
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项目经理携本人及法人身份证、授权书、
检察院出具的公司及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税务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安考证和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材料员、质量员
身份证和上岗证及本单位为上述人员所交纳的2014年4月至今的养老
保险。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由
分公司负责人和项目经理于2014年 8 月6日至2014年 8 月12日17
时下午17:00前到海口市龙昆南路73号昌乐园6栋2楼C房报名购买招
标文件（标段一1000元，标段二1500元）售后不退。以上证件验原件收
盖章复印件。樊先生 15808904035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理机构：深圳市建

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龙华区2014年小街小巷建设
项目；招标范围：工程设计；资格要求：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
公用行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本单位注册的
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项目设计相关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招
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项目负责人携本人及法人身份证、
法人授权委托书、检察院出具的公司及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项目负
责人资格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及本单位为上述人员及参与本项目其他人员所交纳的2014年
4月至今的养老保险。（核原件收盖章复印件）。省外企业还须具备
《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由分公司负责人和项目
负责人于2014年 8 月6日至2014年 8 月12日17时之前，在海口
市龙昆南路 73号昌乐园 6栋 2楼C房报名购买招标文件 1000元。
联系人：樊先生 15808904035

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一：三亚市创意产业园中央景观大道工程项目(勘察) 招标

已于2014年7月31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第三开
标室开标，项目二：三亚市创意产业园中央景观大道工程项目(设计)
招标已于2014年7月31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第
四开标室开标，并都已完成招标评标，现将结果公示如下：项目一：三
亚市创意产业园中央景观大道工程项目(勘察)：第一中标候选人：三
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勘察院；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项目二：三
亚市创意产业园中央景观大道工程项目(设计)：第一中标候选人：广
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第二中标候选人：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即日起3个工作日（2014年8月6
日至8月8日内）向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投诉，投诉电话：
0898-88827068。招标人：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
标代理：河南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高新技术产业园工业南路东段、中段、西段项目设计

于2014年7月31日15时30分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第

三开标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冶金建筑设计研究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佳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8日。公示期内，如对

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或举

报，电话：0898-88262633。
招标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河南省鑫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八月六日

■ 冯巍

上周末，中超联赛再爆大冷门，处
于保级状态的长春亚泰，居然在客场击
败卫冕冠军广州恒大之后，又在主场取
得第二场胜利。这一大胜，引得9家中
超俱乐部纷纷发去贺电道喜。球迷和
业内都清楚，这9家俱乐部喜的不是亚
泰的胜利，而是终于看到了领头羊恒大
再次被打败。隐隐约约之中，也使一个
隐蔽的“反恒大联盟”浮出了水面。恒
大固然有讨人嫌的地方，但光嫌别人，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众所周知，恒大近年引援不惜血本
是出了名的，国内球员转会费被他们炒
到了四五千万元，而引外援更是出手大
方，孔卡高达1500万美元的税后年薪，

连皇马、巴萨里的巨星们也纷纷流口
水。一位国际足联持牌经纪人就曾表
示，像恒大这样引援，让本来只要50万
美元的外援，竟然可以一张口便开价
150万美元，这就大大抬高了中超转会
球员的身价，当然也引发了其他俱乐部
的强烈不满，恒大招人嫌由此更盛。

应该说，恒大的大手笔的确带来了
高回报——其在中超联赛上的表现几
乎无人能比。然而，前边有榜样，后边
就有跟风。山东鲁能、北京国安都跟上
来了，现在除了国安上升趋势明显外，
鲁能在砸了3亿元之后，却落得连亚冠
资格都可能难保，其对恒大心生怨气想
必是肯定的了。有钱跟风的都嫌恒大，
没钱跟风的就更嫌恒大了。因此，恒大
遭遇亚泰双杀之后，全国竟有9家俱乐

部发贺电道喜，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光嫌恒大肯定解决不了问

题。市场经济时代，足球这一非常产业
化的体育赛事，当然要靠实力说话。这
个实力，除了球员个人的竞技实力外，
当然还要看俱乐部的经济实力。恒大
有大把钞票高价引进球员，从大道理上
说错不到哪里，它唯一的失误，就是抬
高了中超转会的门槛。相对经济实力
较弱的其他俱乐部，不应该只厌恶恒大
的大手笔引援，而
应该想方设法提
高自己的经济实
力，用合理价位引
进球员，从而提高
自己的竞赛水平，
这才是当务之急。

光嫌别人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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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Titleist海南
青少年高球巡回赛第二、第三站比赛，近日在海口美
浪湾和博鳌亚洲论坛高球会收杆。两站比赛共吸引
了国内、澳洲和韩国等地的48名青少年球手参赛。

获得第二站男子A组冠亚军的球手是康效
诚和谢千童；获得男子B组前两名的球手分别是
陈顾新和陈奕昊；获得女子B组冠军的球手是曹
新欣；获得男子C组前两名的球手分别是王梓和
刘恩骅；获得女子C组冠军的是魏爱媛。

获得第三站男子A组前两名的球手分别是
Shae Woolscobb（澳洲）和谢千童；获得女子A
组冠军的是张玥；获得男子B组前两名的球手分
别是陈顾新和张艺敷；获得女子B组冠军的是蔡
丹琳；获得男子C组前两名的球手分别是王梓和
刘恩骅；获得女子C组冠军是魏爱媛。

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

第二第三站比赛结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力加杯海南省
排球联赛B组第一阶段比赛近日在陵水结束，海
南师大队排名榜首，文昌队、海南大学队和临高队
分列第2名至第4名。

本次联赛共有8支代表队参加，分AB两组
进行，比赛采用海南传统的九人制排球，设文昌市
（闭幕式）、琼海市（开幕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澄迈县、陵水黎族自治县5个赛区。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各队分成
A、B两个小组分别进行双循环赛，分组办法根据
去年排球联赛成绩确定种子队，其他队采用抽签
办法确定。获小组第一名的队直接参加第二阶段
的比赛，获小组第二、三名的队进行一场交叉赛，
负队淘汰，胜者参加决赛阶段比赛。

A组二轮比赛将于8月8日至10日在澄迈举行。

力加杯省排球联赛——

海师队居B组榜首

本报三亚8月5日电（记者符王
润）2014第 16届“飞向北京-飞向太
空”（简称“飞北赛”）全国青少年航空航
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今天在三亚结
束。本届赛事共评出金牌51枚，银牌
52枚，铜牌52枚。海南队取得了一金
两银一铜的好成绩。海口市陆海空模
型运动协会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的
38支代表队，共计1000余名青少年科
技体育精英参加了此次盛会。“飞北赛”
是我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项目最全
的航空航天模型体育盛会，比赛期间，
各队选手为海南人民奉献了形式丰富、
技艺精湛的航模比赛。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连续三届“飞
北赛”的东道主，海南今年派出的代表
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从最初
无缘奖牌，到今年斩获4枚奖牌，海南
代表队用了3年的时间，便取得了很大
的飞跃。这也意味着，经过近几年的推
广，海南的航模运动逐步得到了发展。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林荣宇

“第一年在海南举行比赛的
时候，海南队参加的人数很少，而
且也没有取得任何名次。从第二
年开始，海南队就开始有选手获奖
了。今年的成绩更不错，还能收获
几枚奖牌，这说明海南航模运动发
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今天晚上，国
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副主任丁鹏
对海南队给予很高评价。

丁鹏表示，航模运动在经济
发达的城市开展得较好，而经济
相对落后的海南，航模运动发展
的起点较低。但通过近几年的推
广，海南的航模运动有了比较快
速的发展。“虽然‘飞北赛’设置的
奖项比较多，但要拿到奖牌还是

很不容易的。能够和那么多来自
发达城市的孩子进行竞争并获得
金牌和银牌，对海南的孩子来说
是很难得的。”丁鹏说。

据了解，海口航模运动协会
连续3年的参赛人数不断攀升，从
去年的30多人上升至今年的70
多人。而这个数字已经远远无法
满足海南众多爱好航模的学生的
要求。从这个趋势上看，航模教
育在海南已逐渐普及。

丁鹏表示，海南要进一步发
展航模运动，应继续加大科技体
育进校园的力度，培养一批科技
老师，为广大学生提供航模运动
的平台，“只要把参与的人群扩大
了，那么这个运动在海南的整体
水平也会得到逐步提升。”

对于开展航模运动需要面临
的经济问题，丁鹏表示，推广航模
运动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开
展航模不一定都要往高端走。不
一定非得要用几千元的遥控飞
机，用几分钱成本的纸飞机也可
以参与进来。”丁鹏还认为，海南
在发展航模运动方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海南一年四季的天气
都十分适合开展航模运动。”

海南队领队林恩民表示，目
前，在全省已经有100多所学校
举行过科普知识讲座和航模表
演，对此，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有着
十分强烈的参与愿望。“现在航模
运动已经开始辐射全省，起到了
很好的推广效果。”林恩民说。

（本报三亚8月5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副主任丁鹏：

海南航模运动发展迅速

第16届“飞北赛”三亚闭幕
海南队斩获4枚奖牌

本报屯城8月5日电（记者洪宝光）今天，屯
昌县举行“全民健身日”武术运动大会，来自全县
的300多名武术爱好者参加了武术展演。

展演在屯昌县体育馆进行，分团体赛和个人
赛。在个人赛比赛中，武术爱好者们展示了传统
拳、南拳、长拳、太极拳、武当拳等各种拳术。来自
屯昌县武术太极拳代表队、屯城镇代表队等25个
队伍的300多名武术爱好者，在展示武术的同时，
也展示出了屯昌县武术运动的现状。

据了解，为丰富全民体育健身活动，传承武术
文化，推进“全国武术之乡”创建工作，屯昌已连续
2年举行“全民健身日”武术运动大会。

屯昌举行武术大会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4日电（记者
林德韧）经过10天鏖战，国际足球冠军
杯赛4日上演决赛，最终“红魔”曼联队
以3：1逆转“红军”利物浦队夺冠。

双方历史上恩怨久已，虽然比赛性
质为友谊赛，但双方谁都输不起。利物
浦队在上赛季英超联赛中曾两次战胜曼
联队，士气上占一定优势。比赛开始后
进入利物浦队节奏，杰拉德在第14分钟
通过点球为“红军”打破僵局。

但下半场开始后风云突变，通过中
场休息的调整，曼联队明显加强攻势，鲁
尼和马塔分别在第55分钟和第57分钟
攻破利物浦大门成功反超。处于被动的
利物浦队无力回天，在第88分钟城门又
被林加德攻破，最终曼联队成功夺冠。

国际足球冠军杯赛自去年起创办，
意在北美地区推广足球运动。本年度赛
事吸引了曼联、皇马、国米、罗马、利物
浦、曼城、奥林匹亚科斯和AC米兰8支
豪门球队参赛。

国际足球冠军杯赛美国落幕

曼联逆转利物浦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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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尼（右）与弗莱彻高举冠军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