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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南省尖峰岭林业局。招标代理：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招标项目：海南省尖峰岭林业局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规模：1#拦水坝修复工程、输水A干管（1#拦水坝至2#拦水坝）、2#拦
水坝修复工程、输水B干管（2#拦水坝至水厂）、其他工程及附属构筑
物工程等。计划工期：150日历天。招标范围：水坝修复、其他工程及
附属构筑物等工程施工总承包。资格要求：独立法人资格，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2012年1月1日起完成过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单项合同额1200万元（含）以上市政公用工程项目（以
验收时间为准，且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及验收证明材料）业
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文件的获取：2015年 06 月 16日至06月23日17：30止，登
陆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
报、省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省政务网上发布。详情请登陆海
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联系人：陈工18876921168

为了保障历年已改制国有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琼中县人

民政府办〔2014〕72号文件精神，将对历年已改制国有企业安置职工

时的遗漏人员开展社保费补缴工作，请有关国有企业职工在办理时

间内，持个人身份证明及相关材料来琼中县改制办公室办理核查职

工身份等事宜。具体如下：

一、历年已改制国有企业名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简称县）淀

粉厂、县水泥厂、县电影公司、县百货公司、县山城酒楼、县医药总公

司、县光荣酱料厂、县建材厂、县林业公司、县木具厂、县农机厂、县商

业大夏、县碳酸钙厂、县特种水泥厂、县五指山制药厂、县亚洲食品

厂、县人民印刷厂、县商业总公司、县饮食服务公司、县糖烟酒公司、

县五交化公司、县新进商店、县一八五商店、县对外经济进出口总公

司、县物资总公司、县对外贸易总公司、县二轻总公司、县工业贸易总

公司、县开发建设联合公司、县水果开发公司、县预制构件厂、县扶贫

开发总公司、县耕牛繁殖场、县热作产品供销公司、县畜牧发展总公

司、县国营红星农场、县长安农场、县粮食企业系统（县城粮所、县粮

食加工厂、县营根粮所、县粮油贸易公司、县湾岭粮所、县腰子粮所、

县松涛粮所、县红毛粮所、县什运粮所、县长征粮所、县和平粮所、县

上安粮所、县吊罗山粮所、县红岛粮所、县粮油贸易总公司、县营根粮

食储备库、县乌石粮所、县思河粮所、县思河粮油贸易公司、县秀英粮

站、县琼苑综合大楼）。

二、职工身份核查所需材料：个人身份证明、劳动合同、吸收表、

工资单、社保凭证等相关资料。

三、办理时间：2015年6月15日-2015年8月15日。

办公地点：琼中县海榆中线财政局五楼县国资委

联系人：盘志强 李日方 联系电话：0898-86235676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展历年已改制国有企业职工补缴社保费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06月15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办理的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王文昌、王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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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
厦第23层的房产（产权证号：海房字第48150号，他项权证号：海
房字第T032287号，建筑面积：1387.75m2）进行公开拍卖。参考
价550万元，竞买保证金15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1、拍卖时间、地点：2015年7月3日上午10:00，海口市国贸
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楼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2、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7月1日17:00前到账为准；

3、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00000149；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
第24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
2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5、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8555961 13036099114 传真：0898-
68555985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13990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24号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5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2015年海南大学继续面向全社会招生。海南大学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培养单位。据统计，我校MPA研究生 95%以上来自政府、党
群、事业、军队等公共部门与机构。

培养目标及报名条件：公共管理硕士（MPA）被称为“高级公务员
的摇篮”，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认可。为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报考，人
事部于2005年专门针对MPA报考发出通知（国人部[2005]52号）。

报名方法及程序：2015年6月23日—7月11日，登陆: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生成并打印《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
登记表》。2015年7月12日—15日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2015年10
月16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考试及录取：考试科目为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和外国语，考试时间为
2015年10月25日。录取分数线由海南大学自主划定，结合复试择优录取。

备考及复习：详情请到 http://www.hainu.edu.cn/mpa 查看；咨询
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联系人：张老师、杨老师；微信公众号：
MPA-66292663 http://www.hainu.edu.cn/mpa 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楼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

房屋处置转让公告
现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材贸易中

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吉源小区A1栋
别墅一栋（儋房权证马井字第00058号，无土
地使用证），面积723m2。现将该房产面向社
会公开处置，通过竞价方式确定该房产买主。

联系电话：0834-2175360 安先生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材贸易中心

2015年6月10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数据处理中心
机房停电改造期间暂停业务办理的通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金税三期推广应用工作部署，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定于2015年6月18日（周四）下午18:00至6月23日（周
二）上午08:00对省局数据处理中心停电进行机房改造，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机房改造期间，税费征管信息系统、网上申报系统、门户
网站、纳税服务自助终端停止运行，全省各级地税机关暂停受理
纳税人所有涉税费业务（含网上涉税费业务）。

二、机房改造期间，使用网上申报系统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
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纳税人，暂停开具发票。

三、机房改造期间，6月18日22:00至19日08:00，6月22日
22:00至23日08:00将进行网开发票系统环境切换，使用网开发
票系统开具通用机打发票的纳税人暂停在线开具发票，其余时间
可正常开具。如无法开具，可登陆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网站（http:
//www.hksdsj.gov.cn）“征纳互动-下载中心-表证单书”栏目下
载“网开发票系统升级包”进行升级后离线开具发票。

四、6月23日（周二）上午08:00起，所有涉税费业务正常办
理。咨询电话:12366-2，4008888363。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5年6月15日

16日，中国女足将迎来加拿大女足
世界杯A组的最后一场对新西兰队的
比赛。对中国队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出
线、小组排名和淘汰赛对手的生死战。
面对积分垫底背水一战的新西兰队，中
国女足尽管踢平就能出线，但我们一定
不能放松，要把这场比赛当成决赛来
踢。只要我们能发挥出速度的优势，获
胜就有保证。

在世界杯上，中国女足排出的是

4231的老阵容，这也是郝伟在入主中国
队后一直强化并且改造的阵容，而从中
国队已经参加完的世界杯小组赛前两场
比赛看来，中国女足的速度优势明显，并
且已经形成了高压逼抢的战术，而在速
度上，中国女足要完爆新西兰队。

与荷兰队的比赛中，中国女足的控
球率超过60%，始终牢牢控制着比赛节
奏，全场射门次数高达27次，几乎每5
分钟就有一脚射门，只是由于运气欠佳

一直没有取得进球。而让中国队可以
在前场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就是高压
逼抢，只要荷兰队一拿球，就有中国队
的球员扑上去拦截，中场也特意设置了
双后腰，在保护本方肋部的同时，更是
在中场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让
荷兰队的进攻端在中场就被瓦解，荷兰
队球员在第60分钟就出现抽筋现象，
中国队则依然生龙活虎，这也和体能状
况好是分不开的。

新西兰队后防线经验丰富，4名主
力后卫中的3名都有上百场为国家队出
战的经验，两场比赛只被荷兰队的世界
波远射攻破一次球门，就足以说明其防
守的稳健。该队后防线有优势，斯托特
和埃尔斯格这对中后卫搭档平均身高达
到1米75，但软肋是速度较慢。中国女
足两个边路韩鹏和王丽思都是速度型队
员，打荷兰队的比赛，就是王丽思从边路
迅速前插，用高速奔跑甩开荷兰队球员

打入制胜球。面对速度更慢的新西兰
队，中国女足在进攻上采取与荷兰队比
赛相似的策略，从两个边路突击并在中
路多打对手身后球。 ■ 王黎刚

中国队VS新西兰队前瞻

中国女足要以“速度”征服“高度”

据新华社加拿大温尼伯6月13日
电 在上一场与荷兰队比赛中伤到左肩
的中国女足主力门将王飞13日说，她
现在抬胳膊有点疼，不过队医觉得问题
不大，基本不会影响两天后与新西兰队
的世界杯小组赛末战。

12日抵达第二个比赛地温尼伯
后，中国队在13日傍晚进行了全队训
练。王飞在训练前讲述了受伤经过。
她说，当时确实跟教练说过“不行了，换
了吧”，但考虑到全队正在关键时刻，所
以在治疗后感觉还能坚持坚持，就最终
撑了下来。

“当时10秒真的特别疼！但那时
只剩一个换人名额了，如果要是我下
去，就换不了人了。而且当时我们的进
攻一直挺好的，不想因为我的受伤影响

大家，所以想赶紧站起来啊。”
两天来，王飞的伤势恢复不错。她

说，现在抬胳膊是“有点疼”，不过队医
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她说：“昨天去游泳，刚开始不敢
动，不敢抬胳膊，教练说你抬一抬试试，
别让伤口粘连了。然后抬了抬，游开了
就好了，游了半小时还挺好的。一会儿
打着固定去试试扑扑球，看看行不行。”

对于下一个对手新西兰队，王飞认
为，进入世界杯的球队都有一定的能
力，中国队虽有出线的主动权，但不会
想太远，还是要继续拼。“先不要想特别
远，先把这一场解决了，再看下一场，踏
踏实实走下去。”

她还透露，中国队一定会抱着
“取胜的心态”去拼对手，因为不赢球

就无法出线的新西兰队“一定会拼
的”。“我们也会拿出全部的力量，去
打这场比赛。”

王飞分析，新西兰队的角球、任意球
和远射是中国队要特别注意的。“在角球
时，她们禁区内往往站在守门员身前，有
一定干扰能力，要好好注意一下。”

新华社加拿大温尼伯6月13日电
与门将王飞一样坚强，后卫吴海燕在上
一场与荷兰队比赛中同样带伤坚持完
赛。这位中国女足队长13日透露，她的
脚伤仍在恢复中，希望不影响下一场比
赛，而其余队员则在当天的合练中按照
教练“发力”的要求，练习了射门。

“是上半场吧，开场没多久脚就崴
了。当时有一个射门的球挡了一下，挡
完之后，落地的那一下（崴了），”吴海燕
在训练前说。当天在全队进行合练时，
吴海燕只是单独跑圈，进行恢复性训练。

谈到伤势的情况，这位队长说，现在
积极恢复中，希望没有影响，能参加下一
场与新西兰的比赛。“现在走路好多了，
昨天走路还有点拐，今天已经很好了，一
直在做治疗，希望下一场没问题。”

在12日飞抵第二个比赛地温尼伯
后，中国队在13日晚进行了全队训练。在
11日1：0“绝杀”荷兰队的比赛中，中国队
全场27次射门才换来一粒进球，队员的得
分能力有待加强。或许是考虑到这个因
素，中国队在13日的封闭训练中，不时从
场内传出教练“发力”的喊声，而恰好在训
练场内有工作车辆进出的开门瞬间，记者
可以看到一些队员们正在练习助跑射门。

两天后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新西
兰队，中国队只有全力取胜，才可以完全
不需看别人脸色、直接以 6分昂首出
线。这一点，也得到吴海燕的肯定。她
说，队员们不会去考虑各种复杂的出线
可能性，“我们考虑的就是，怎么拿下对
手，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个比赛打好”。

吴海燕还表示，中国队与新西兰队
交手不少，对她们比较了解，下一场会有

“相应对策”。当被问到如何克制对方优
势时，中国队长说了一句自信而又意味
深长的话：“现在我觉得不用去说吧，看
我们的表现就可以了。”

门将王飞：左肩抬胳膊“有点疼”

中国女足
“发力”练射门

6月14日，在女足世界杯赛法
国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中国
的3名裁判执法比赛。

图为秦亮（左）在比赛中执法。
新华社发（邹峥摄）

6月14日，中国队球员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中国三人裁判组
首现世界杯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海南
省电子竞技协会获悉，该协会正在筹备
全国性电子竞技大赛。

“星游杯”DOTA2城市联赛前不久
在海口结束，来自海南本土的BYD战队
一举夺魁。该协会符小琳副会长透露，该
项比赛是在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重庆星游传媒有限

公司、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海南网
神网咖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海南飞腾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海南中体联合赛事
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省级电竞赛事。
2015年，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将全
力打造大学生高校联赛平台。当前，国内
的电子竞技参与者多为在校大学生或刚
刚毕业走出校园的青年人，为推动中国电

子竞技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大学电
子竞技氛围，特通过打造中国大学电竞联
赛来更好的引导、规范和推动校园电竞。
符小琳说，省电子竞技协会将通过积分、
等级评定的方式对我省电竞运动员和电
竞团体进行管理，并逐步开展大学电竞裁
判员、解说员等电竞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等
级评定等工作。

海南筹办全国性电子竞技大赛

关注女足世界杯

据新华社青岛6月14日电 青岛
羽毛球俱乐部此前以租借形式签下

“全满贯”得主林丹为其征战2014－
2015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季后赛。但由于林丹个人赞助商和羽
超联赛赞助商冲突及中国羽协新规，

他将无法参加羽超联赛季后赛。
羽超联赛赞助商是威克多，林丹

个人赞助商是尤尼克斯。在之前比赛
中遇到赞助商冲突时，允许将运动员
比赛服装上的商标遮住进行比赛，但
到季后赛突然不行了。

因赞助商冲突

林丹无缘羽超季后赛

布拉特或打算
继续执掌国际足联

新华社日内瓦6月14日电 瑞士媒体14日
从匿名渠道听到消息，已经辞职的国际足联主席
布拉特可能有意继续留在主席的位置上。

本月2日，布拉特在第四次连任国际足联主
席4天后宣布辞职。然而，布拉特在国际足坛仍
不缺乏支持者。瑞士媒体称，近期布拉特就接到
了来自非洲和亚洲成员协会的支持信件，希望他
重新考虑辞呈一事。

匿名消息源透露，布拉特深受这些支持信件
的鼓舞。英国路透社在看到此消息后第一时间发
邮件给国际足联，询问对该传闻的看法，但还未得
到回复。

虽然布拉特宣布辞职，但他目前实际上仍行
使着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利，按照原计划，国际足联
将在7月20日于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期间将通
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并选出新主席。

阿根廷美洲杯首秀平局
有人欢喜有人忧

据新华社智利拉塞雷纳6月13日电 在一场
意外的平局后，阿根廷全队情绪有些低落，队长梅
西在赛后混合区透露“在更衣室里大家心情都不
好”。而巴拉圭队能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扳平
却异常兴奋。

2015年智利美洲杯足球赛13日进行了B组首
轮两场比赛，阿根廷队在首秀中先进两球，但被顽强
的巴拉圭队2：2逼平。梅西赛后说：“我们上半场表
现很好，但我们忽然就停了下来，我们好像睡着了，
之后他们就逆袭了，最后就出现了这个平局结果。
他们改变了踢球的方式，让我们的控球明显减少了，
整个比赛双方攻守转换都很快。他们利用中场的控
制和我们后卫的失误扳平了比赛。”

梅西有些自责，他说：“我们控球还是不够，我们
几名前锋站位过于垂直，我们当时是希望加强向前
推进的速度，我想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多控球。”

阿根廷队主教练马蒂诺也同意梅西控制球的
观点，说：“我们下半场的进攻效率确实有些低，但是
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最致命的是阿根廷队下半
场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这才导致了最终的平局。”

巴拉圭主教练拉蒙·迪亚斯对弟子们大加赞
扬，认为在下半时战术的改变对于比赛的结果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上半场时候我确实很
担心，毕竟我们是与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交手，
但我们很快就越过了心理障碍，从下半时起，我们
表现很好，我们做了一些战术上的改变，最终改变
了结果。”

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
晋级世青赛四强

新华社惠灵顿6月14日电 正在新西兰举
行的20岁以下（U20）世界杯青年足球赛11日结
束争夺四强的比赛。在傍晚进行的两场比赛中，
塞内加尔队1：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塞尔维亚
队则在点球大战中6：5淘汰美国队。

塞内加尔队在比赛进行到77分钟时，由蒂亚
姆打进全场唯一入球，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成为
第二支晋级世青赛四强的非洲球队。

美国队与塞尔维亚队激战120分钟互交白
卷。点球大战中，双方共进行了9轮互罚，最终美
国队5：6不敌塞尔维亚队。这也是四场四强争夺
战中第三场以点球决胜的比赛。

在当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八分之一决赛焦点比
赛中，夺冠大热门德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不敌马里
队，同是夺冠热门的巴西队也经过点球大战淘汰
葡萄牙队。

半决赛定与本月17日举行，“非洲双雄”塞
内加尔队和马里队将分别与巴西队、塞尔维亚队
过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