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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2个月的
激战，2015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青年
组预选赛近日结束，16支晋级总决赛的
球队全部产生。

各组别及赛区出线的参赛队名单如
下：省直组：海南海事局代表队、海南核
电有限公司代表队、省农村信用社代表

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代表队。高校组：
海南大学代表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代表队、海南师范大学代表队。军警
组：省公安消防总队代表队。市县组（按
赛区名次排序）：海口1赛区：海口佳宁娜
红色战车队、五指山市队。海口2赛区：
海口琼山区飓风队、昌江县足球队；琼海

赛区：琼海市队、万宁长丰队。文昌赛
区：澄迈县足球队、文昌青年足球队。

本次比赛设青年男子组、少年男子
组、女子组三个组别，涵盖省直机关、各
市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央驻琼单位、
省属企业、学校、驻琼军警部队以及社会
团体等，是我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

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次足球赛事。
据悉，大赛总决赛将于6月下旬在海

口市举行，同时，还将有少年男子组12支
队伍和女子组5支队伍参赛（五人制）。

同时，团省委还牵头设立了“海南省青
少年足球发展基金”，基金的设立得到了海
航集团、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海南银风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明泰地产
有限公司、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
司、海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海南奥特莱斯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黄桂提先生等单位及
个人的爱心捐助。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海南
省委、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日
报社、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

省青少年足球赛预选赛结束
总决赛6月开赛

省农民九人排联赛收兵

文昌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荣丰混凝土杯”
海南省农民男子九人排球联赛近日在临高临城镇
和南宝镇球场落幕。文昌队技高一筹获得了冠
军。澄迈队获亚军，海口队和临高队分获第3名
和第4名。

参加本次比赛的有海口、琼海、文昌、澄迈、三
亚、定安、临高、东方、陵水、白沙、万宁共11支代
表队，比赛分临城镇和南宝镇2个赛区，采取海南
传统的九人赛制，整个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制进行，第二阶段采用交叉
比赛进行。文昌队、澄迈队、海口队和临高队进入
了4强。

本次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文体厅承
办，省体育总会和临高县体育服务中心共同协办。

新华社克里夫兰5月26日电（记
者李博闻）在0：4不敌克里夫兰骑士、
无缘NBA总决赛后，亚特兰大老鹰队
主帅布登霍泽尔26日赛后表示，骑士
配得上胜利，老鹰的防守做得不够。

“恭喜骑士和主帅布拉特，他们打
得很好，配得上这个胜利。” 布登霍

泽尔说，“也为我们的球队感到自豪，
通过季后赛，你会学习和成长许多，我
们会继续向前。”

本场老鹰的三分全队32投仅5
中，命中率只有15.6％，篮板球也比骑
士少了17个（39：56）。“我认为骑士
的防守整个系列赛都做得非常好，”布

登霍泽尔说。“我认为我们的防守应该
精进些，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投篮。显
然，我们做得不够好，从整个系列赛来
讲，他们（骑士）比我们出色。”

当日，骑士在主场速贷中心球馆以
118：88击败老鹰，总比分4：0横扫对
手，夺得东部冠军并晋级NBA总决赛。

骑士进总决赛

输在防守有漏洞

据新华社克里夫兰5
月 26日电（记者李博闻）
在26日以4：0横扫亚特兰
大老鹰队晋级 NBA 总决
赛后，克里夫兰骑士队主
帅布拉特赛后表示，为了
梦想做出了很多牺牲，但这一刻都
变得值得了。

“勒布朗回到了家，我离开家来
到了这里，离开许多我爱和亲近的
人，为了追寻一个梦想，为了达成一
个我职业生涯从未有机会做到的目
标，”布拉特说。“对于我的家人来讲，
这是巨大的牺牲。但特别之处是，这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来到这儿，和一群很棒的家
伙一起工作，和世界上也有可能是
NBA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一起战斗，
俱乐部很赞很支持我们，球迷们多年
来对骑士忠心耿耿，只为了一个冠
军。这一切让我非常开心，能成为其
中一员，在我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段经
历，我很自豪，”布拉特说。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7日电（记
者施建国 张淼）瑞士联邦司法局27
日确认，正在苏黎世参加国际足联大会
的6名代表当天早上因涉嫌腐败被警
方拘留。据外电报道，被捕的6人是国
际足联高官，有传言称其中还有一名国
际足联副主席，总受贿金额超过1亿美
元。

率先披露此事的《纽约时报》称，被
捕高官中包括哥斯达黎加足协主席爱
德华多·李。

瑞士联邦司法局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逮捕行动是应美国司法部门要求做
出的。美国方面指控这些官员在美国
和南美进行赛事转播权销售、市场营销
和赛事赞助时接受巨额贿赂。美方表
示，这些犯罪交易是在美国达成的，有
关款项也是通过美国银行转账的。美
方要求引渡这些人到美国受审。

“负责纽约东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
办公室经过调查，认为这些被捕官员从
1990年初到现在涉嫌收受贿赂和吃回
扣……怀疑他们的受贿金额高达1亿
美元，”声明称。

涉腐金额过亿

国际足联6高官被捕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7日电（记
者张淼 施建国）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
27日针对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申
办过程中涉嫌的违规操作与洗黑钱问
题启动刑事诉讼，并于当日在国际足联
总部获取了相关电子资料与文件。

瑞士司法部门怀疑 2018 年和
2022年世界杯申办过程中存在违规操
作问题。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按照“合
作基础上的取证”程序于27日获取了
存储在国际足联电脑部门的数据与文
件，国际足联按规定对司法部门取证给
予配合。

此外，瑞士司法部门也于此前获得
了相关银行账户文件。瑞士司法部门

称获取的材料与银行文件将用于瑞士
与海外的刑事诉讼。

当日上午，国际足联及下属组织的
6名高官在苏黎世被拘，美国警方怀疑
这6人受贿过亿美元。而据外媒报道，
瑞士警方还将询问10名在2010年12
月参与世界杯申办投票的国际足联执
委会成员。

国际足联新闻发言人沃尔特·德格
雷戈里奥27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国际
足联主席布拉特并未涉及相关诉讼，预
计于29日开始的新一任国际足联主席
选举日程不变，同时国际足联也不打算
重新考虑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
举办权问题。

怀疑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申办存违规操作

瑞士司法部门启动刑事诉讼

关注国际足联丑闻 骑士主帅

牺牲变得值得牺牲变得值得

法网女单王蔷被逆转

中国金花全都一轮游

据新华社巴黎5月26日电（记者张寒、王子
江）26日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中国金花王蔷在
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前法网冠军斯齐亚沃尼强势
逆转，最终以1：2痛失好局。至此，取得法网女单
正赛资格的四名中国选手全部首轮出局。

此前两天的比赛中，中国一姐、24号种子彭
帅在打了一盘半球之后因伤退赛，世界排名从去
年的第30名滑坡92位的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
普利斯科娃、第五次法网“一轮游”，郑赛赛则以
0：2负于另一名捷克选手赫拉德卡。

这是王蔷的第一次罗兰·加洛斯之旅、职业
生涯中的第三项大满贯赛事，自去年在美国网
球公开赛上进入次轮之后，她又在今年年初的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征战正赛首轮，不过此
前两次在大满贯上输球，她都是先赢一盘再被
对手逆转。

而对于下月即将35岁的斯齐亚沃尼来说，红
土是再熟悉不过的场地，4、5年前曾两次在这里
杀入女单决赛。本次法网已是她连续第59次参
加大满贯赛事。二者的世界排名目前相差无几，
王蔷在第107位，斯齐亚沃尼是第92名。

5 月 26 日 ，在
2014/2015 赛季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
中，克利夫
兰骑士队
主 场 以
118：88战
胜亚特兰
大老鹰队，

以总比分4：0晋级总
决赛。

图为骑士队球员
詹姆斯（右）在比赛中
突破。 新华社发

建筑物整体竞价性承租拍卖预告
受委托，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近期拟以竞

价性承租的方式对位于：琼中县营根镇海榆路面
积为1200平方米的独栋建筑物（毛坯状态、有房
产证；商住性质；六层；一层为临街铺面）的常年
整体承租权进行拍卖。该商住楼位于新市区风
情街，附近有湿地公园，市政功能齐全。适合宾
馆、茶艺馆酒楼、KTV、办公等用。参考价：20元/
平方米/月。有意者请与我们联系并索取资料。

电话：13976397638 31982239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14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周立众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海南博汇佳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5）海中法执字第114
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海南博汇佳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
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海景花园4号楼逐浪居的17套房产，
分 别 为 ：4A( 权 证 号 ：HKYL370050)、9A( 权 证 号 ：
HKYL370055)、11A( 权 证 号 ：HKYL370064)、8B( 权 证 号 ：
HKYL370048)、9B 权 证 号 ：HKYL370056)、12B( 权 证 号 ：
HKYL370062)、16B( 权证号：HKYL370058)、18B( 权证号：
HKYL370057)、9C( 权 证 号 ：HKYL370054)、10C( 权 证 号 ：
HKYL370066)、14C( 权证号：HKYL370060)、15C( 权证号：
HKYL370059)、19C( 权 证 号 ：HKYL370080)、9D( 权 证 号 ：
HKYL370053)、10D( 权证号：HKYL370065)、11D( 权证号：
HKYL370063)、13D（权证号：HKYL370061）。因被执行人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房产，如对本
院拟处置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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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5HN005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一台离心式空
气压缩机，挂牌价格为77.76万元；2、一批生产性机器设备，挂
牌价格为22.68万元。公告期：2015年5月28日至2015年6
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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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26 杨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5月28日

田德海泉湾喜悦大酒店（B区）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公示启事

海南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田德海泉湾喜悦大酒店
（B区）”项目位于海甸岛和平大道西侧。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核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
面积702平方米（申请方案实际设计补偿662平方米），现按程序予
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 5月 28日至 6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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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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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4369，联系人：李召才。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5月28日

中标人公示
海口长秀广场项目管理咨询、营销策划及房屋销售

总代理招商已于2015年5月27日完成了开评标工作，现

将中标人公示如下：

海南弘宇实业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5月28日至 2015年6月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纪检督察

室投诉，投诉电话：0898-68553251；0898-68717380。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5〕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挂牌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
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两(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
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
须在规定时间内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竞
买保证金汇入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
账为准。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出让金。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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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5 年 6 月 5 日至 2015 年 6 月29日到海南省文昌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购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5 年6月 5 日至 2015 年 6 月 29日到海南省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22号窗口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9 日17时 00 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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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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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5 年 6 月19日至2015
年7月1 日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2015 年7月 1日上午10 时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结束后当日在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宣布挂牌出让成交结果。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约定与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同时签订土地动工开发协议书，并按挂牌起始价总额的20%缴交
土地动工开发保证金，须在60天内一次性缴完开发保证金。不按出让
合同约定动工建设，开发保证金不予退还，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动工建
设，且在1年内动工建设达到正负零时给予退还。（三）本次出让宗地按
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四）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林先生 王先生 郭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8538825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 5 月 28 日

地块编号
文 国 土 储
（2014）-21号
文 国 土 储
（2014）-22号

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
码头新区地段
文昌市东郊镇
码头新区地段

面积（m2）

15734.58

16993.35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各项规划技术指标
1.0≤容积率≤1.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0%；建筑限高≤15米
1.0≤容积率≤1.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0%；建筑限高≤15米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448

483

起始价（人民币万元）

745.8191

805.4848

一、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招标代理：华诚博远
（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三、工程名称：海口市龙华区公共卫生计生综合
服务中心项目（施工图设计）四、工程概况：建设内容为1栋，地上11层、地下
1层综合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11358.98平方米。招标范围：施工图设计、
施工全过程服务。五、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建筑行
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设计能力。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
筑师资格（证明材料：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证和住建部执业资格注册网站查
询信息）。2、省外建筑业企业需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
册》。3、投标人须提供经项目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有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记录证明材
料。六、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05月28日起(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
招标文件。七、其他：其他要求详见网络公告，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八、
联系方式：招标人 符先生13976675386 招标代理何工 0898-68568122

二次招标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关于长期不动户进行销户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第5号令《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以下9个单位：
1.乐东佳润农资服务有限公司；2.海南融鑫实业有限公司；3.三

亚西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4.三亚圣兰德花卉文化产业有限公司；5.
三亚椰海金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6.三亚椰海金滩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7.海南江泉佳兴农牧业有限公司；8.三亚聚贤阁渔村；9.海南宝库
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我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收付业务。望
贵单位于2015年6月28日前到开户银行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
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欠 税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

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
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
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
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
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或者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东方市地方税务局
2015年5月26 日

1

2

3

税务
登记号

46000767
6081760
46000773
0049885
46000770
8842588

序号 纳税人名称

东方广华
实业有限
公司

东方富岛海
湾大酒店有
限公司

东 方 双 吉
水泥厂

海南省东方
市琼西路

东方九龙西
路北侧

东方市皇宁
管理区北边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姓名

傅志阳

唐向阳

宋文吉

身 份 证 号

350583197
305053112
460032197
007270010
370624490
803001

欠缴税款金额

2,719,785.85

419,661.68

5,841,579.29

欠税户名单
截止：2015年5 月20 日 单位：元

（P03）

（H06）

（H02）

军工集齐牛市三大热门标签 今年最佳赚钱效应呼之欲出

（H03）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琼十条”提出健全农业保险服务体系 海南“三农”保险迈上“快车道”

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会召开 150家海南企业参会

海南：不断推高的资本热情
探索中国小额信贷新模式论坛屯昌举行

海南农信“一小通”信贷支农频获点赞

拍卖公告
哈尔滨通易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定于

2015年6月3日10时在标的处拍卖三
亚市河东区榆亚路鸿洲国际公馆11#楼
403室90万和2210室110万，建筑面积
均为68.37m2。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
及保证金于2015年6月1日前办理手
续。即日起展示、咨询13903653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