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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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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0:00（北京时间）公开
拍卖：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前号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的80亩
土地经营权（土地四至：东至公路西、南至墓地、西至山坡上、北至韦丰
园界）；参考价：39.58万元，竞买保证金：6万元。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有意买者请于

2015年6月26日12: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缴款用途请注明：（2014）海南二中法
技拍委字第030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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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898-66115918 18976212356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注销房屋所有权公告
根据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2）海南执字第62-6

号、（2002）海南执字第62-9号和《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对登记在海南省饲料总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
区修理房（房产证号：00001号）、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油库
（房产证号：00002）、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营业部（房产证号：
00003）、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电房（房产证号：00004）、海口
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配电房（房产证号：00005）、海口市琼山区狮
子岭开发区车间（房产证号：00006）、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房
产证号：00007）、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3号仓库（房产证号：
00008）、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2号仓库（房产证号：00009）、海
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办公楼（房产证号：00010）、海口市琼山区
狮子岭开发区1号仓库（房产证号：00011）、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
发区宿舍（房产证号：00012）、海口市琼山区狮子岭开发区食堂（房产
证号：00013）的房屋所有权予以注销。登报期限为十日。特此公告。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5月20日

招标公告
省乐东监狱采购大米招标，月需30吨，有

意者携带大米标本及有效证件到单位报名（截

止时间2015年6月16日，竞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周警官

电话：85826484

2015年6月9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5）海中法委执字第1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葫民二初字第00071号民事判决和权利人的申请，以及辽宁
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于2015年3月25日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巴林左旗恒宝铅锌销
售中心、廖从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巴林左旗恒宝铅锌销
售中心、廖从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查封
被执行人廖从斌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美华路7号水云天三期1号
楼5层-502房（HK356692、建设面积145.39平方米）房产进行现值
评估。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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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O一五年六月二日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朱云路片区棚户区改造（五公祠修缮）项目已由海

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市发改社发函﹝2012﹞349 号文批准建
设，招标人(项目业主)为海口成邦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
进行公开招标。

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
理）须具备房屋建筑专业二级或以上级(本单位)注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
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监理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质。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http://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周盛林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

度假区美丽新海岸9#楼二单元八层902房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1)字第02618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52.93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7.37平方
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
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
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
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5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625期）

受委托，定于2015年6月25日10：00在临高县政府服务中心三楼
按现状公开拍卖：位于临高县临城镇保障性住房教育小区的66套铺面
（清单备索），每套建筑面积为37m2–70.1m2，钢混结构，用途为商铺，
交通便利，投资潜力极佳。参考价：24.3万元–45.9万元/套。竞买保证
金：5万元/套。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6月22日止。
上述商铺整体拍卖优先，有意者请于2015年6月23日前来我司或

标的所在地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椰岛支行；
账 号：46001002836053006884
地 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层
电 话：李小姐：15595700008 王先生：13648621010

0898－66721736
网 址：www.hnxkypm.com

受委托，定于2015年6月17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以下车辆：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50610期）

展示时间：2015年6月15日至6月16日
展示地点：海口金贸停车场（锦观坊旁边）
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有税、费等全部由买受人

承担。竞买保证金：壹万元/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6月16日17
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联系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42717

序号
1
2
3
4
5

拍 卖 标 的
琼C53698
琼AA0962
琼B18832
琼C15249
琼D01912

型号
长丰猎豹
别克商务
帕萨特
长丰猎豹
桑塔纳

登记日期
2007
2005
2007
2008
2007

序号
6
7
8
9

拍 卖 标 的
琼C41830
琼C25093
琼D12739
琼C54273

型号
桑塔纳
长丰猎豹
长丰猎豹
长丰猎豹

登记日期
2007
2007
2008
2008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由
省文体厅、省教育厅、省高协联合主办的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万宁大丰收
站）前天在兴隆康乐园球会收杆。张艺敷
以152杆的成绩获得男子A组冠军。

经过两天的较量，张艺敷、姜竣中、康
效诚获男子A组前三名，陈昊隆、陈顾新、
吴祖昕获男子B组前三名，李林强、王梓、
刘子川获男子C组前三名，刘恩骅、符隽
豪、李嘉伟获男子D组前三名。张玥、曹新
欣、蔡丹琳、张隽源分获女子A、B、C、D组
冠军。黎子欣、陈品格获鼓励奖。

该巡回赛自开赛以来，吸引越来越
多的家长和小球手们的关注和参与，不
少家长更是全程陪伴，有家长表示，海南
省高协组织这样的比赛，不仅是给孩子

们提供交流进步的机会，也拉近与孩子
们之间的距离。

比赛期间，赛事组委会为推广青少
年高尔夫，组织兴隆第五小学部分青少
年参加高尔夫互动体验活动，爱心企业
万宁大丰收实业有限公司向兴隆第五小
学赠送10套球具。

为使孩子们懂得感恩，赛事以母亲节
为主题，让孩子为母亲补过母亲节、举行
向母亲敬茶仪式，鼓励孩子们以更好的成
绩回报母亲，得到现场家长们一致好评。
据悉，2015青巡赛第三站——神州半岛
站，于6月19—21日在万宁神州半岛球会
举行。报名及具体日程、相关信息文件请
关注并登录海南青巡赛微信平台（微信
号：HNQSN-GOLF）进行报名及查阅。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万宁大丰收站）收杆

张艺敷问鼎男子A组

新华社瑞士洛桑6月9日电（记者
张淼、张寒）北京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
市长王安顺9日在于瑞士洛桑举行的
2022年冬奥会候选城市与国际奥委会
委员的陈述交流会上表示，北京有信心
成为国际奥委会最可靠的选择，以及各
利益相关方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王安顺说，北京对举办冬奥会可能
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识别和评

估。民众的大力支持、政府的有力保障、
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办赛经验，以及
国际奥委员委员的专业指导，使北京完
全可以管控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王安顺表示，一届成功的赛事和一
座宜居的城市都需要清新的空气。延
庆、张家口已经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我
们借鉴世界各大城市的治理经验，持续
改善空气质量，从2013年开始，5年投入

1300亿美元，实施更大力度的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和环境友
好型产业，推广普及天然气、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全面实施城市无煤化。到2022
年，北京的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宜居。

王安顺说，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
文奥运三大理念已成为北京城市长远发
展战略。展望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区
域的交通、市政、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

将进一步完善，以体育为核心的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将融入广大市民的日常生
活，休闲、旅游等绿色产业将蓬勃发展，
举办冬奥会新增加的数十万个就业机会
将惠及众多家庭，推动冬奥会与城市可
持续发展、互利共赢。

王安顺表示，北京这座古老、开放、
包容、多元的城市，将同张家口美丽的雪
场一起，向世人展示独特的韵味与活力，

为所有客户群提供全新的体验。
王安顺在结束陈述后接受采访时

说：“我们高度欣赏和认同国际奥委会的
评估报告，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申办工
作和优势给予充分肯定，对他们提出的
建设性意见我们将会认真研究，下一步
北京将本着精益求精、扎扎实实地做好
每一项申办工作，7月31日我们将到马
来西亚吉隆坡接受国际奥委会的选择。”

王安顺在2022年冬奥会候选城市与国际奥委会委员陈述交流会上表示

北京将是国际奥委会安全可靠选择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在刚结束的全国拳击锦标赛上，海
南拳手麦清贤获得了男子52公斤级亚
军，同时他还入选了国家队。麦清贤的
这枚银牌来之不易，2014年初他做了肩
关节的大手术，就在半年前，他才刚刚恢
复训练。在国内拳坛，鲜有像麦清贤这
样重伤后能在短期内重返巅峰状态。在
海南队教练组眼中，这个儋州小伙子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演了一部励志大片。

半年没戴拳击手套

2013年底，麦清贤走进了北京三
院的手术室做手术，直到半年后的
2014年6月，他才第一次戴上拳击手套
和队友开练。“半年的时间和拳击绝缘，
差点把我憋坏了。”麦清贤开玩笑说。

麦清贤的右肩关节伤势很重，非动
手术不可。麦清贤手术后7天拆线，此
后脖子上吊了两个月的绷带。手术后
第3个月，他开始轻微活动，主要由护
士帮他拉伸右肩韧带。“那个过程非常
痛苦”。经过在医院半年的康复后，麦
清贤终于可以进行技战术训练了。海
南省队主教练张轲说，手术前估计麦清
贤至少要一年后才能进行技战术训练，

没想到半年后他就能重返拳击台。这
小伙子的意志值得称赞。

刚开始进行力量训练，麦清贤受伤
的手臂甚至连5公斤重的哑铃都举不
起来。受伤前，他右手能轻松举起30
公斤的哑铃。在麦清贤养伤期间，国际
业余拳联修改了规则，不再以点数作为
评判胜负的唯一标准，增加了拳手在比
赛中的攻击性。这对麦清贤来说是一
个适应的过程。在恢复训练后，教练组
针对新规则给麦清贤“吃小灶”，我省3
名具备国内前三名水平的拳手刁剑豪、
游龙海和符开省作为陪练，每堂训练课
都要和麦清贤进行三对一的车轮大
战。“每天3个小时高强度、接近实战的
训练，让麦清贤迅速恢复。”张轲说。

全锦赛上啃下了4块硬骨头

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拳击锦标赛
上，养伤一年多的麦清贤首次复出参
赛，取得了5战4胜的成绩，并获得了亚
军。主教练张轲认为，复出后的麦清贤
技战术和控制力比以往有了提高。

麦清贤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
对手分别是贵州队的常勇和上海队的
胡建关，他俩分别是去年亚锦赛亚军和
全国冠军赛冠军，麦清贤均以3：0拿下

了对手。在麦清贤看来，第一场对阵吉
林队的马磊很难忘。他说：“这是我伤
停一年多后的首场比赛，赛前难免有些
紧张。第一回合的比赛我明显打得拘
谨，技术有些生疏。第二个回合我就放
开了，找回了比赛的感觉。”

在决赛中，麦清贤负于江苏拳手蒋
金勇。这场失利让麦清贤觉得难受，主
要原因是他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
平。伤愈一年多后复出参赛，麦清贤比
较满意自己的状态。“能重新站在拳台
上比赛就是胜利，获得亚军证明了我又
复活了。”他说。

入选国家队备战亚锦赛

由于在全国锦标赛上获得亚军，麦
清贤职业生涯第4次入选国家队。“刚
到北京没几天，现在队里进行恢复性训
练，主要是备战亚锦赛。”麦清贤说。

今年27岁的麦清贤在国内拳坛闯
荡了10多年，参加过国内、亚洲和世界
级比赛，唯独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明年
的里约奥运会入场券是麦清贤奋斗的
目标。不过，这张男子52公斤级的入
场券竞争将异常激烈。麦清贤说，先打
好国内比赛，一步步来。

（本报海口6月9日讯）

一年多前因重伤做手术，半年前才开始恢复训练，前不久获全国锦标赛亚军
并入选国家队——

海南拳手麦清贤上演励志大片

9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女足世界杯赛
C组比赛中，日本队以1：0战胜瑞士队。图为日
本队大仪见优季（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女足世界杯 日本胜瑞士

马拉多纳自称

有望任国际足联副主席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阿根廷足球传奇人

物马拉多纳8日表示，如果约旦王子阿里·本·侯
赛因当选新的国际足联主席，他有极大可能成为
该组织的副主席。

“王子如果当选，我将有望出任国际足联副
主席，”马拉多纳在阿根廷电视节目“足球秀”上
称。他还宣称，如果他当选，他发誓要与腐败进
行坚决斗争。

省少年羽球赛收拍
陵水队收获7金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2014年海南省少年羽
毛球锦标赛经过三天角逐近日在省体校综合训
练馆结束，陵水代表队包揽了男子和女子两项团
体总分第一名，一共收入7枚金牌。

本次比赛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均设四个组
别，分别为甲组、乙组、丙组、丁组；男子双打和女
子双打设三个组别，分别为甲组、乙组、丙组；最
终以总成绩排出各代表队名次。

海口市队获4枚金牌，男子女子团体总分名
列第二名；东方市队和三亚市队分别获得男子团
体和女子团体总分第三名。

陵水队、海口队和三亚队被评为体育道德风
尚奖代表队；符史梁等27名运动员和吴艳红等8
名裁判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称号。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育总会承
办，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协办。

选
手
在
比
赛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