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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属境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本次挂
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法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
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
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
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
买保证金的，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在规定的时间内
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竞买规则：本次国有土地
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挂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4年8月12日 至 2014年9月2日 到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4年8月
12日至2014年9月9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9月9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4年9月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
权挂牌活动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进行。地块挂牌时
间为: 2014年9月1日09时00分 至 2014年9月11日10时00分。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地块属于住宅用
地，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出让地块如果涉及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
迁移等费用由受让人负责。（三）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
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
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
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八、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
须严格按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批准的规划要求开发建设。（二）开
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照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
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83666228 0898-
31982396；联系人：邢先生 王先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8月12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BT-2014-1
70

停车位≥16辆
宗地面积： 14528.04平方米 宗地坐落： 保城镇城北社区南侧

容积率≤2.0；建筑密度≤15%；绿化率>55%，建筑限高≤36米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保证金：2700万元

保土环资告字（2014）5号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31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2013)海中法执字第490-1号海南金
友谊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海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
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海垦路88号金山小
区24栋804、805号房产（房产证号分别为：海房字第HK032147号、海
房字第HK032072号），建筑面积均为85.33m2，参考价均为：38.64万
元，竞买保证金均为：8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08月29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3、办理竞买手续及展示时间、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4年08月26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
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31号（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6、特别说明：上述标的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31982239、15501739802
传真：0898-3198223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滨海新天地二期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海新天地二期”项目位

于长流起步区31#地块，规划用地面积65377.48m2。根据已批复的滨
海新天地项目二期31#地块修规（变更），其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规划
控制指标为容积率 3102#≤2.2、3103#≤2.04，建筑密度 3102#≤
22.39%、3103#≤15.63%，绿地率 3102#≥41.22%、3103#≥48.22%，
建筑高度≤94米。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并申报，依据市图审
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B太阳能核字[2014]

025 号)，该项目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可补偿建筑面积
1587.50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8月12日至8月25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
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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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8月12日

就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面积13333.36平方米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4年7月10日在《海南

日报》B06版刊登了（2014）第19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对挂牌

出让时间做如下调整，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14年8月15日上午10时整（北

京时间）；挂牌时间延长至：2014年8月19日上午10时整（北

京时间）。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8月12日

公 告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烟草公司儋州公司委托，定于 2014年 8月 19 日上午

10时在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本公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标的名称

红旗宿舍楼
八一批发部

洋浦海口办事处
白沙海口办事处
白沙七坊房子

琼C26353厢式配送车
琼C26259福特全顺车
琼C23721中型厢式货车

数量及规格

1栋三层建筑
1栋二层建筑
1套套间
1套套间

1栋二层建筑
1辆
1辆
1辆

建筑面
积（m2）
618.88
96

156.05
143.19
78

参考价
（万元）
227.1908
39.648
76.246
63.2613
25.5372
5.4546
5.2531
3.2804

竞买保证
金（万元）
45.00
7.00
15.00
12.00
5.00
1.00
1.00
1.00

展示时间：2014年8月12-18日止。
展示地点：海南省儋州市那大中兴街中段南侧那大控规33号街区。
上述资产依现状净价拍卖,缴交竞买保证金账户：海南元宏拍卖有限

责任公司；账号：266252590128；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国贸支行。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4年8月18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
联系电话：66512838、66503148。

近日，有关央视著名足球解说员刘
建宏的话题颇受关注。回顾过去，刘建
宏和央视、《足球之夜》以及身边工作过
的战友有着怎样的感情？展望未来，他
去网络媒体定位如何？中国足球该何
去何从？8月10日，刘建宏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对于《足球之夜》、和黄健翔有
矛盾以及中国足球等问题都给出了他
的解读。

谈《足球之夜》
承载几代球迷足球梦

记者：制作完在央视的“最后一期”
节目后有什么感想？

刘建宏：说实话确实舍不得，毕竟
和它有很深的感情，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前两天也有人问我这个话题，说刘
老师我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如今
18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已变成成年
人了，这个节目承载了很多球迷的梦
想。

记者：听说现在《足球之夜》面临改
制，你认为《足球之夜》从4个小时的节
目演变成如今中超插播节目，衰退的原
因是什么？

刘建宏：我现在要离开，不再是制
片人，不好多说什么，其实《足球之夜》
走到今天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足球
不景气是一方面原因，还有就是新媒体

对电视媒体的冲击，这是必然趋
势。

说战斗友谊
辟谣和黄健翔有矛盾

记者：你离开央视，外界
有很多说法，是否跟前一阶
段世界杯吐槽有关？

刘建宏：现在网上
传言很多，说我离开央

视有别的原因，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
如果那些想挖料的人抱着这个观点，
他们将会一无所获。在我看来，宁肯
自己受委屈，宁肯被外界误解，我也不
会对老东家说三道四，对于央视我只
是心存感激。

记者：你离开央视的消息传出后，
你的同事段暄非常不舍，并发微博称
你永远是大哥，聊聊你身边这些共事
过的同事吧，张斌，贺炜等，对他们你
想说什么？

刘建宏：我非常善于学习，他们每
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我很
幸运，28岁获得在央视工作的机会，与
这些兄弟在一起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记者：你的这些兄弟还包括黄健
翔，听说你要去一家网媒，那你有可能
和他成为同事。不过有传言说，当年黄
健翔离开是因为和你产生了矛盾，今天
你怎么看这件事？

刘建宏：我只想说随着时间的推
移，谣言会不攻自破，我对无聊的谣言
从不感兴趣，只做好自己。

聊中国足球
校园足球该被重新重视

记者：不知道你现在忙些什么？
刘建宏：录完节目之后，我就坐飞

机到烟台看儿子的比赛了。
记者：什么比赛？
刘建宏：好像是“全国第12届烟台

少儿足球邀请赛”。
记者：这么辛苦，将来考虑让儿子

走职业道路吗？
刘建宏：看儿子兴趣爱好吧，他已

经踢了6年足球，只要他喜欢就行。
记者：你认为中国足球发展滞后最

大的原因是什么？
刘建宏：我认为职业足球可以看成

人的骨干，业余足球就相当于人的血

肉、皮肤，如果没有血肉只剩骨干，你觉
得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吗？

记者：具体怎么做？
刘建宏：体制上要有所保障，而不

只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最基本的是场地
保障。另外，人口普及也很重要，这就
需要我们重视足球人口，因此校园足球
必须要被重新重视起来。

论未来发展
去网媒创业不离足球

记者：去网媒那边工作适应吗？
刘建宏：我有很多互联网工作经

验，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

奥运会，包括这届巴西世界杯，我和国
内知名门户网站有过很多合作，积累
了一些知识，这也为我将来二次创业
打下基础。

记者：这次离职将从事哪方面工
作？

刘建宏：还是和足球相关的内容。
记者：除了在网媒工作，你还忙些

什么？
刘建宏：我在一个基金会担任一个

职务，主要是做些公益活动，比如上次
和小贝合作得到一笔钱，我们就把这笔
善款拨给了新疆踢球的孩子们，解决他
们的场地训练问题，我经常会牵线，拉
点赞助做些公益活动。 （钟蒙）

本报讯 马拉多纳的假期过得
有点糟心。据意大利《米兰体育报》
报道，马拉多纳在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掌掴了一名男记者，原
因是被该记者关于自己私人生活的
提问激怒了。

每年8月第二个星期日为阿根廷
的“男孩节”，老顽童马拉多纳在节日前
一天就开车带着前女友维罗妮卡和两
人之子小迭戈·费尔南多出街，三人本
打算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处剧场
观看演出，在剧场门口，马拉多纳的车
被成群的记者包围住了。

起初，面对记者的提问，老马还算
有耐心，将车窗降下一一回答。但当记
者问到关于他朋友圈子的问题时，马拉
多纳开始变得不耐烦，略显愤怒地回击
记者提问：“我是迭戈·马拉多纳，我53
岁了，我不需要你和你的老板来告诉我
该做什么。”

说完之后，马拉多纳打算将车窗升
起驾车离开，无奈车外的记者一直穷追
不舍，继续向马拉多纳发问。这时，老

马的忍耐似乎到了极限，他下车走向了
其中一名男记者，大声斥责了对方之
后，还一巴掌打向了这位记者。这一巴
掌虽然不是十分用力，但也让这位记者
打了个趔趄。

近来，关于马拉多纳的争议还不止
这一件事，几天前，他刚刚被拍到醉醺
醺地从一家饭馆离开，这次又惹上了掌
掴记者事件，看来老马的假期过得简直
像一团乱麻。 （小新）

被问私人问题当场急眼

马拉多纳一怒掌掴记者

刘建宏点出国足滞后原因
业余足球是血肉 职业足球是骨干

刘建宏离职央视，无疑
是现在体育圈里最受关注
的事件之一，究竟刘建宏怎
么看自己的离职？刘建宏
对足球还有没有感情？刘
建宏未来还与足球有关系
吗？……一系列问题，都是
球迷们关心的问题。刘建
宏说：“现在网上传言很多，
说我离开央视有别的原因，
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我不
会对老东家说三道四，对于
央视我只是心存感激。”这
算是回应了刘建宏与央视
的关系问题。这篇专访文
章将为读者揭开刘建宏的
内心世界。 ——编者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
“力加杯”海南省排球联赛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
A组和B组的第一名分别是海口队和海南师范大学
队。A组第二名至第四名分别是澄迈队、琼海队和
定安队。B组第二名至第四名分别是文昌队、海南大
学队和临高队。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决赛）将于8
月15日至17日在文昌市排球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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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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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的队将进行一场交叉
赛，负队淘汰，胜者参加决赛阶段比赛。

省排球联赛决出小组名次

海口队海师队小组第一

据新华社韩国全罗南道8月11日电
（金敬东）2014国手山脉杯国际围棋大
赛第三轮比赛11日在韩国著名棋手李
世石的故乡全罗南道新安郡结束。中
国队在前两轮4：6落后的情况下，在最
后一轮中韩对抗赛中以4：1获胜，最终三
轮总比分以8：7一局之优势逆转夺魁。

获胜的中国队获得奖金1亿韩元
（约合59万元人民币），韩国队获得奖
金4000万韩元。

中国队在前两轮对抗赛中，均以
2：3告负，在最后一轮博弈中如愿以
偿，以4：1胜出。第三轮对阵结果是，
中国棋手柁嘉熹、陈耀烨、唐韦星、邱俊
各自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金昇宰、姜
东润、金显灿，只有檀啸负于韩国排名
第一的朴廷桓。

柁嘉熹在三轮对抗赛中均以李世
石为对手，柁嘉熹胜了一、三轮，立下了
汗马功劳。

中韩围棋对抗赛

中国队上演大逆转夺冠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记者武威）经过4天
激烈比赛，2014年“三亚杯”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
赛第二站在三亚市体育馆落幕，三亚获得6金3
银5铜。

此次比赛从8月8日开始，设跆拳道品势和
竞技两大赛制，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儿组、少年
组、青年组、成年组6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
122支代表队、1305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三亚市跆拳道协会会长张科国介绍，本次赛
事是三亚首次举办全国性跆拳道大赛，三亚共派
出6支代表队150名运动员参赛，最终夺得金牌6
块，银牌3块，铜牌5块。

此次锦标赛第一站比赛已于7月21日至24
日在安徽黄山举行。

图为选手在男子少儿29公斤级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大众跆拳道锦标赛
第二站三亚闭幕
三亚获6金3银5铜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0日电
（记者姬烨）巴西球星罗比尼奥在10日
的巴甲第14轮比赛中回归母队桑托斯
进行首秀，然而场外却爆发球迷冲突。

在桑托斯主场与科林蒂安队的这
场比赛前，近100名球迷在球场外发生
冲突。视频录像显示，双方球迷在赛
前的冲突中手持铁棒，互相投掷石块
和其他物品。桑托斯球迷在科林蒂安
球迷入场时进行挑衅攻击，成为冲突

的导火索。后来，冲突随着寡不敌众
的科林蒂安球迷四散逃跑而平息。目
前没有报道有人在冲突中受伤，但至
少20人因此被拘留。

最终桑托斯队0：1不敌对手。从
AC米兰租借回桑托斯的罗比尼奥此
役发挥尚可，有几次破门机会，但还是
没能阻止球队失利。罗比尼奥在本月
7日以租借的方式重回桑托斯，租借期
到明年6月30日截止。

罗比尼奥回归巴甲首秀

新华社太原8月11日电 （记者孙亮全 叶
健）近日网传CBA山西汾酒男篮俱乐部已正式签
约前NBA内线球员拜伦·穆伦斯。不过，山西男
篮常务副总经理王建武11日向记者证实，目前双
方暂未达成正式意向。

据王建武透露，俱乐部与穆伦斯有过接触，但
目前还未达成正式意向。“球队除了正在研究穆伦
斯的数据等情况之外，也接触了一些其他推荐人
选。联赛开始时间还早，有足够的时间研究这些
事情。”

25岁的穆伦斯身高2米13，体重125公斤，
司职中锋，2009年入选NBA，曾先后效力于雷
鸣、黄蜂（山猫队）、快船队和76人队，场均得到
7.4分、4.2篮板。今年7月，穆伦斯来到中国，替
代基斯·本森加盟NBL联赛的陕西信达俱乐部，
出战4场，场均拿下30.8分和14.5个篮板。

山西男篮称
暂未签约穆伦斯

刘建宏与段暄

黄健翔

贺炜

马拉多纳（右）被拍下打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