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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86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2014）海中法第106号刘益成与海

南华康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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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我公司对涉
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人民大
道318号儋州阳光巴洛克商城的16套房产，房号分别为：B1栋9号、
10号、11号、12号、13号、15号、B2-1栋8号、9号、10号、B2-2栋11
号、12号、13号、15号、17号、18号、19号（产权证号分别为：儋州市房产
权证那大镇字第 103528号、第 103527号、第 103526号、第 103556
号、第 103525 号、第 103524 号、第 103511 号、第 103510 号、第
103491号、第103490号、第103489号、第103488号、第103486号、
第103485号、第103484号、第103509号），建筑面积共2652.10平方
米，拍卖参考价为：1077.0265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拍卖时间：
2015年6月25日10:00；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
主楼20层；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5年6月24日；缴纳竞买
保证金时间：2015年6月19日17:00（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
拍委字第86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拍卖单位：海南金鼎拍
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电话：
（0898）36305012、13876355557；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0619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6月19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

特别说明：1、以上车辆按现状净价拍卖，该两辆车年检、保险均已逾期，
可能存在违法行车记录。2、过户费用、税收、罚款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15日止。
展示地点：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内
有意者请于2015年6月15日前凭法院确认的缴纳保证金收据来

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保证金交纳名
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号：
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须注明：海二中法技委拍字第
008号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厦办公楼9层
电 话：0898-66721736 13648621010 13976082336
委托监督电话：0898-23880237
网 址：www.hnxkypm.com

序号

1

2

车牌号

琼AM9129

琼AC3787

车辆类型

马自达CA7200AT（红色）

东风悦达起亚YQZ7130（白色）

登记时间

2004.10

2006.05

参考价

3.4万元

1.6万元

保证金

2万元

1万元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注销房屋所有权的公告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海中法执字第173-3号
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对登记在海南国托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民声东路3
号美源日月城综合楼第三层（房产证号：HK244448）、海口市观海
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街W吧（房产证号：HK179234）、海口市观
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街观海台（房产证号：HK179235）、
海口市观海路 96 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街 H 吧（房产证号：
HK179226）、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街E吧（房产
证号：HK179231）、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街D吧
（房产证号：HK179230）、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吧一条
街C吧（房产证号：HK179229）、海口市观海路96号美源风情酒
吧一条街A吧（房产证号：HK179227）、海口市民声东路3号美源
日月城综合楼第四层（房产证号：HK244449）的房屋所有权予以
注销。登报期限为十日。特此公告。 201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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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6月2日电（记者张
淼 施建国）上周末刚刚连任国际足联
主席的布拉特2日宣布将卸任国际足联
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将在特别选举会
议上选举新任国际足联主席。

布拉特在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
行的记者会上说，国际足联下一届代表
大会将于2016年5月13日在墨西哥城
召开，但这将产生不必要的推迟，他敦
促国际足联执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尽快
选举继任者，他将继续行使自己作为国
际足联主席的职责直到选举。

布拉特说，新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

需要合乎国际足联章程规定，同时必须
确保足够的时间让最合适的竞选者加
入竞选。布拉特表示，国际足联在过去
数年中努力将行政改革落实到位，但这
还不够，国际足联需要深入根本的结构
性改变。由于他不再是竞选人，布拉特
表示自己将注重推动国际足联长远的
基础性改革。

5月29日，布拉特击败国际足联副
主席、约旦王子阿里·本·侯赛因，连续
第5次担任国际足联掌门人。27日，国
际足联因数名高官涉嫌贪腐被捕陷入
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据新华社巴黎6月2日电 上
周末刚刚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
特2日宣布将卸任，此举引发世界足
坛一片哗然。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个勇
敢的决定，而且是正确的决定。”——
自称曾“含泪”要求布拉特辞职的欧
足联主席普拉蒂尼说。普拉蒂尼在
上周的主席选举之前公开要求布拉
特“下台”，并表示欧足联大部分成员
都不会投票支持他。不过，普拉蒂尼
的同胞、法国足协主席勒格拉埃在布
拉特连任成功后承认，自己投了布拉
特一票。

“我们非常尊重布拉特做出的辞
职决定，这将激发必要的改革，并且
为国际足联新的领导层让路以引领
这些改变。”——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说。

“对我来说，布拉特的辞职完
全是一个意外……这是他出于对
国际足联的热爱而做出的一个勇
敢的决定。”——俄罗斯体育部长
穆特科说。

“布拉特主席今天宣布辞职，对
于国际足联来说意味着一次千载难
逢做出积极改变的机会。我对他的
这个决定表示赞赏。把国际足联和
足球这项我们热爱的运动放在了其
他利益之上，这是第一步，未来国际
足联还会有更多真正的、有意义的改
革。对于所有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来

说，今天是充满积极意义和信心的一
天。”——美国足协主席苏尼尔·古
拉迪在一份声明中说。

“为什么不在上周辞职？很明
显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他已经好
多年不值得尊重了，现在他走了，
让我们庆祝吧。”——英足总主席
戴克说。

“改变最终还是来了，我在上周
五就说这一天迟早会来，现在它来
了。”——葡萄牙足球传奇人物菲戈
说，之前他退出了国际足联主席职位
的竞选。

“这是数年来最好的消息，布拉
特的辞职将代表着国际足联迎来新
的时代。”——巴西足球巨星罗马里
奥说。

“我认为布拉特的辞职是正确的
举动，我们必须往前看，我愿意听候
那些想改变，包括曾经害怕改变的成
员协会组织的使用调遣。”——在上
周的竞选中败给布拉特的约旦王子
阿里说。

“国际足联的涉腐丑闻和道德
上的备受质疑已经使足球这项运动
蒙羞，我们希望国际足联正在发生
的改变是其改革的第一步。”——
国际足联赞助商之一麦当劳公
司表示。

“布拉特的辞职对体育、足球和
球迷来说是件好事。”——国际足联
赞助商之一可口可乐公司声明称。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刘金
辉）从北京时间5月30日凌晨布拉特连续
第五次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到6月3日凌晨
辞职，在这96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哪些成了压垮布拉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国际足联主席竞选投票前2天，
前来苏黎世参加国际足联大会的7名代
表因涉嫌贪腐被瑞士警方逮捕。随后，
本次行动发起方、美国司法部门和美国
法院以敲诈、欺诈、受贿、拿回扣、洗钱
等多项罪名起诉9名国际足联官员和5
名相关体育营销高管。

此举让饱受诟病的国际足联贪腐问
题再次成为焦点，也让反对布拉特的人找
到了口实。欧足联秘书长因凡蒂诺建议
推迟国际足联大选，英足总和英国首相卡
梅伦则要求布拉特辞职，欧足联主席普拉
蒂尼甚至“含泪要求”布拉特“下台”。

但这些事件和声音没有阻挡79岁
的布拉特如期连任。

对于布拉特的连任，美国足协给予
祝贺但表示对选举结果失望，英足总则
继续死磕布拉特，现任英足总副主席大
卫·吉尔表示，将辞去国际足联副主席
一职，英足总主席戴克更是发出了抵制
2018年世界杯的威胁。

随后，布拉特暗示，国际足联之所以卷
入腐败调查，原因在于英国和美国分别在
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举办国的角逐中
败选，这两国试图对国际足联发起“复仇”
行动。之后，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宣称，
俄罗斯和卡塔尔举办世界杯不变。

“所有指控都起源于美国在申办
2022年世界杯上的失败，它输给了卡塔
尔，一个小的国家，但是世界没有任何
国家是天生就应举办世界杯的，”卷入
风波的前国际足联副主席、前北中美及
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杰克·华纳表示。

风暴没有平息，反而事态的发展愈演
愈烈，越来越多的足球界官员牵扯进来。

巴拉圭官方当地时间1日宣布，前
南美洲足联主席尼古拉斯·莱奥斯1日
因涉嫌受贿而被软禁。当天，巴西联邦
警察一位不愿具名人士透露，巴西足协
前主席、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女
婿特谢拉或将面临洗钱和逃税指控。

同时，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也展开了
涉腐调查，该组织于当地时间1日宣布，暂
时禁止包括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秘
书长恩里克·桑斯在内的3名官员参加任
何国家级和国际级的足球相关活动。

随着事态的发展，一位关键人物、
即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左膀右
臂——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成为目
标。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日报道，
瓦尔克涉嫌在2008年主导了一笔1000
万美元的转账交易，并把这笔资金汇到
了杰克·华纳控制的账户上。美国方面
称这是国际足联涉腐案的关键。

从风暴来临后的坚定参选，到成功
连任，再到突然辞职，一系列的变化令
人目不暇接。布拉特的突然辞职背后
有何种隐情尚不得而知，只是，这一切，
到此为止了吗？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3日
凌晨，国际足联（FIFA）主席布拉
特突然宣布辞职，而就在该辞职
决定曝光不到数小时后，美国《纽
约时报》披露，布拉特正在遭受美
国司法部门的调查。

英国广播电台（BBC）也证
实了该消息，该台驻美国记者尼
克-布莱恩援引内部消息源披
露，美国检方正寻求得到被指控
FIFA高级官员的配合与合作，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从内部将布
拉特击垮。

自上周美国检方与瑞士当局
突袭FIFA总部和高官下榻酒店
后，布拉特一直试图将他与涉案的
同僚剥离开来，拉开与腐败案的距
离，并屡次强调他“无法监督每一个
人”。然而，一旦美国司法部从被逮
捕的FIFA高官口中得到对布拉特
不利的情报，布拉特恐难逃法网。

与此同时，据FIFA审计与合
规委员会主席斯卡拉披露，虽然
布拉特已经宣布辞职，但该决定
不会立即生效。根据FIFA相关
章程，召开新选举大会必须有6个
月的提前通告期，这意味着下次
选举大会可能将于2015年12月
至2016年3月之间举行。（小新）

布拉特辞职职
将继续行使职责至新主席产生产生

从连任到辞职的96小时 布拉特辞职引各方热议
美国媒体披露

布拉特正遭受
美国司法调查

北京时间6月3日，布拉特在新闻发布会后黯然离场。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6月3日晚，
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
决赛中。头号种子小威廉
姆斯以6：1、6：3完胜17号
种子埃拉尼，晋级四强。小
威将在半决赛中迎战瑞士
选手巴辛斯基。图为小威
赢球后怒吼。 小新发

■ 阿成

在北京时间 6 月 3 日凌晨结束的
法网男单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瓦林
卡横扫费德勒，特松加经过五盘大战
淘汰亚洲一哥锦织圭。从球风上看，
两名击球力量大、进攻甚至有些蛮不
讲理的重炮手，击溃了两名球风灵动
的火枪手。从本届法网的进程上看，
瓦林卡和特松加这两门重炮一直能保
持高命中率的持续轰击，正向着法网
冠军奖杯火枪手杯轰去。

费德勒赛后称赞瓦林卡表现出
色，还说这不是瓦林卡第一次打出这
么精彩的网球。的确，去年澳网夺冠
甚至更早前，我们曾看到瓦林卡这枚

“不定时炸弹”时不时地爆发。虽然瓦
林卡此前与费德勒的对阵纪录为一边
倒的2：16，但在最近的交手中，瓦林卡
在场面上更多的是重炮轰击的一方，
只不过因为命中率较低失误较多，以
及由于对费德勒“过分尊重”的心理弱
势，才输掉了比赛。但此次交手，瓦林
卡不仅攻得更猛，在任何地方都敢发
炮，而且命中率奇高。也许这是本届
法网开赛后良好手感的延续和信心的
持续提升，在前面的比赛中，瓦林卡可
是一路横扫对手晋级。

网球比赛是两个人隔网斗智斗
勇，是控制和反控制的进程，一方示弱
势必导致另一方的强势。费德勒说他
试用了多种办法试图摆脱劣势，但他

每出缓手都会遭到瓦林卡的致命攻
击，而缓手频出是费德勒后期比赛的

“常态”。“我的击球更稳定了”，费德勒
经常如此评价他近期的“进步”。的
确，加了更多上旋的击球提升了他的
稳定性和多拍相持能力，但同时也失
去了锐气和穿透力。人们经常说费德
勒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和步伐明显
下降，但正拍进攻击球质量的退化也
是事实。

另一场对垒，特松加也是嗜攻的
重炮手，锦织圭则是喜欢快节奏的快
枪手，看来重炮的力量压制住快枪的
节奏，使锦织圭腾不出手来“扫射”。
伤愈复出的特松加似乎更强了，不仅
正拍重炮命中率更高，以往较弱的反
拍也有了进步，不仅能相持，逼急了还
能变线突击。说到反拍，瓦林卡正因
为有强大的单反，才能在顶尖的行列
中竞争，他的反拍甚至比正拍更强。

瓦林卡和特松加也是少数能在与
世界第一小德的对抗中，让小德经常
处于守势的球手。但因为小德有似乎
坚不可摧的防守功力，瓦林卡等球手
的重炮轰击还没攻死对手就出现失
误。理论上说，如果瓦林卡、特松加这
些重炮手能把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升到
足够高的程度，就能
摧毁小德等以稳为上
的球手的防线。这或
许是男子网球的一种
发展方向。

“重炮”轰向“火枪手”

大
侃
台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3日晨5点
19分，李娜发微博公布喜讯，她已经顺
利产下小宝宝，李娜在微博中晒出了孩
子的脚印照，并公布孩子英文名为Ali-
sa。昔日网坛金花升级当妈，她和丈夫
姜山也开启了三口之家模式。

李娜去年9月宣布退役，今年1月
初的澳网正式对外公布了怀孕喜讯。
尽管没有直接公布生的是男孩还是女
孩，但是从英文名字以及最后的“爱她”
可以推测是一位“小李娜”。

有意思的是，6月3日也是网坛巨
星纳达尔的生日，并且，在2011年6月4
日，李娜在罗兰加洛斯勇夺法网女单冠
军。李娜生命中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
纪念日仅仅差一天。 （小新）

李娜喜得爱女
发微博报喜 英文名Alisa

法
网
公
开
赛

小威完胜进四强
半决赛战巴辛斯基

古力再捧春兰杯
夺个人第八座世界冠军

本报讯 6月3日，第10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
锦标赛三番棋决赛第2局在张家界碧桂园凤凰酒店
战罢，古力执黑以3/4子击败周睿羊，从而以2：0的
比分获胜，夺得本届春兰杯冠军。

这是古力第二次夺得春兰杯，也是他个人的第
八座世界冠军奖杯。古力获得冠军奖金15万美元，
亚军周睿羊5万美元。 （小文）

皇马宣布贝帅上任
年薪400万欧元签约3年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3日晚，皇马官方宣布
新任主帅贝尼特斯上任，合同签约3年。

皇马官网写道，“从今天起，即6月3日开始，贝
尼特斯将担任皇马的新任主帅，任期为3年。”

据《阿斯报》的消息，贝尼特斯跟皇马签署三年
合同，他的年薪为400万欧元，只有前任主帅安切洛
蒂的一半。

皇马在2014-15赛季遭遇四大皆空，这最终让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做出了解雇安切洛蒂的决定，
最终，作为西班牙人的贝尼特斯脱颖而出，成为了皇
马下一任主帅。

贝尼特斯有着辉煌的教练生涯，曾执掌西甲的
瓦伦西亚，英超的利物浦、切尔西，意甲的国际米兰
和那不勒斯。无论执教哪一支球队，贝尼特斯都能
率队获得杯赛冠军，他也在欧洲足坛获得了战术大
师的美誉。 （小北）

■ 中超第13轮前瞻

三豪门继续“暗战”
中超联赛第13轮，恒大、鲁能与国安三支豪门

将为第一阶段结束时的榜首位置展开争夺，本轮比
赛过后，联赛将进入间歇期。6月4日安排4场比
赛，恒大和鲁能出战，恒大在主场迎战天津泰达，鲁
能客场战贵州人和。北京国安则在5日出场战广州
富力。

恒大上轮主场3：0击败贵州人和，本赛季联赛
第3次零封对手。杀入亚冠八强后，恒大重心转回
联赛，重现超级强队的风采。但恒大此轮的对手并
不好惹，天津泰达最近重用年轻球员收到奇效，凭一
股冲劲取得三连胜。本轮恒大队长郑智因为在上一
轮比赛中的踩踏行为，将被禁赛三场，他的缺阵也会
对恒大造成一定影响。

内战内行的鲁能豪取四连胜后，积分与恒大和
国安同分，三队并列榜首。鲁能在内战中继续保持
强大的攻击力，阿洛伊西奥成为了本赛季中超首位
入球数上双的球员，杨旭在中超与亚冠的总入球数
也达到两位数。塔尔德利离队参加美洲杯，但不会
给鲁能造成太大影响。贵州人和最近遭遇连续对阵
强队的艰苦赛程，虽然第11轮击败上港，上一轮对
阵恒大坚持了79分钟，还是被恒大击溃。本轮对阵
鲁能，抢分难度依然很大。

恒大、鲁能与国安本轮全部获胜的可能性不小，
三支豪门的积分恐怕还将紧咬，“暗战”一时半会难
判结果。 ■ 林永成

海南拳手麦清贤
入选国家集训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为备战2016年巴西奥
运会，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近日
组建新一届国家拳击集训队，海南 52公斤级拳手
麦清贤入选。

今年27岁的麦清贤来自儋州，他15岁进入海
南省高级体校拳击队，开始了正规的专业训练。
2005年，首次参加全运会的麦清贤获得了一枚铜
牌。2013年，麦清贤获得全运会冠军后因伤休息了
一年多。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拳击锦标赛上，麦清
贤获得了52公斤级亚军。

最近两年，海南拳击队先后有3人入选国家
队。2002年，海南青少年拳击队成立，教练组从省
内挑选了一批少年从零开始练拳击，麦清贤、游伦
海、符开省当时是队中的一员。经过10年的苦练，
海南拳击队终于在2012年的全国拳击锦标赛和冠
军赛上取得了3枚金牌。在2013年的沈阳全运会
上，麦清贤为我省获得了第一枚全运会拳击金牌。

李娜一家三口合影。 小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