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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受委托，定于2015年7月8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下列资产:

1、海口市海德路昌茂澳洲园吉祥阁303房（购房合同建筑面积：
153.06m2），参考价84.746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2、海口市海德路昌茂澳洲园 36号铺面（购房合同建筑面积：
316.831m2），参考价 612.0275万元，竞买保证金 125万元；海口市海
德路昌茂澳洲园 52号铺面(购房合同建筑面积：269.5739m2），参考价

416.5922万元，竞买保证金85万元；
第2项整体优先，可分拆。整体参考价1028.6197万元，竞买保证

金210万元。
3、海口市沿江三西路三宗土地总面积868.44m2【证号为海口市国

用（2000）字第 45998、45999、46001 号】及地上建筑物，参考价
748.5212万元，竞买保证金15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7月 7日下午 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来我司办理有关竞买手续。

电 话：68555961 13036099114
地 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50626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5]108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
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人：方海雄 联系电话：13215825552

产权申请人
胡正平

土地坐落
海口市金盘坡工业开
发区泉水山庄别墅5幢

分摊土地面积
159.16平方米

权属来源
琼山市房权证府城
（私）字第00919号

原土地使用者
海口市工业建
设开发总公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6月16日

由省教育技术装备协会、省职业技术
与成人教育协会、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等单
位主办，海口九愚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二届海南国际教育博览会暨第三届海南普
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于本周末（27
日-29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次教博会可谓亮点纷呈，内容丰富。
一、“教育新装备、新技术、新产品”将

集中推介。
在首届教博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

二届“教博会”展览规模更大，标准展位达
到750个，有来自国内外350家单位参展，
展示内容涵盖电化教学设备与远程资源、
基础教学设备、信息技术、幼教用品、玩具
乐器、校车等。本次教博会将为教育从业
者提供一次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二、百所名牌大学、留学机构与考生家长
面对面。

本次展会同时也汇聚国内百所名牌大学
如清华北大等名校、一本等大学及留学机构，
现场为考生与家长提供志愿咨询服务。27
日全天举办的志愿填报报告会，解答考生关
心的问题。

三、举办教育装备发展论坛。
28日下午举办教育装备论坛，论坛邀请

到了湖南师大曹中平教授等知名专家出席，
围绕装备、玩具的教育价值等议题展开讨论。

四、益智互动活动，精彩不断。
本次教博会设置有航模体验区，让爱好者

过足航模瘾。现场幼教展区设有益智玩具游戏
互动，亲子乐园区域。另外，首届乐高积木大奖
赛同期也在会展中心对面天地凤凰城上演。

五、爱心捐赠，情系海南教育。
本次教博会四川博瑞星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等 企业联合向海南学校捐赠
20万元的智慧课堂、音乐课堂装备，提
升海南教育教学水平。

六、免费专车接送考生及家长。
为方便考生与家长前往会展中心参

观，组委会安排3条线路：1、明珠广场
站，主要途经华侨中学-海垦天桥-西
站-会展中心，2、海大东门站，途经钟
楼-万绿园-海口会展中心-秀英港，3、
龙昆南路海师站，途经白坡里-上邦百
汇-大润发-金贸中路-秀英大道。27
日至28日每天8：30，9：00，9：30，14：
00，14：30，15：00始发。

组委会咨询电话：36630091。

第二届海南国际教育博览会暨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明日开幕

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
（2015）东执字第210号

莫家裕、冯华娇：
你们与莫智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东民

二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你们至今没有履
行。申请执行人莫智明于2015年5月19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
院于同日依法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
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的规定，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之
日起5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一、协助莫智明办理位于东方市八所镇二环北路房产（房权证
号：东字第05788号）和土地（证号：东方国用2003字第308号）的过
户登记手续。二、承担案件受理费13900元。三、缴纳案件执行费
50元。本院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东方市支行

户名：东方市人民法院 账号2201026809024900977
特此通知 二O一五年六月一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
规则（试行）》等规定，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儋州市两个建筑用砂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儋州市国土环境
资源局委托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
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治理矿区的基本情况

二、矿区范围坐标（西安80坐标，详见出让手册）：1、儋州市海
头镇珠碧江加兰村河段建筑用砂矿B15、X=36603354.58，Y=
2153098.28……B30、X=36603353.67，Y=2153098.74；2、儋州市
海头镇珠碧江加乐村河段建筑用砂矿D1：B1、X= 2150513.66，
Y=36607561.76……B9、X= 2150382.14，Y= 36607472.51；D3：
B15、 X= 2151320.75， Y= 36606587.68……B18、 X=
2151051.37，Y=36606841.65；D4：B19、X=2151546.03，Y=
36606652.56……B25、X= 2151685.70，Y= 36606562.82；D5：
B26、 X= 2152025.59， Y= 36606344.09……B30、 X=
2151685.70，Y= 36606562.82；D7：B35、X= 2152487.21，Y=
36605847.97……B39、X= 2152218.96，Y= 36606219.65；D8：
B40、 X= 2152344.44， Y= 36606138.75……B53、 X=
2152898.49，Y= 36605226.79；D9：B54、X= 2152580.29，Y=
36605382.32……B58、X= 2152898.37，Y= 36605226.88。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与竞买；2、在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开采等违法
违规行为，无因违法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无擅自印制或伪造、冒用
采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3、参与海南省采矿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
让的竞买人，受到省、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
限未满的，不得申请竞买。4、竞得人须自行解决争议土地权属后，
方能入场开采；5、竞买人须提交《儋州市 建筑用砂矿采矿权

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
五、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有意竞买者可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儋州市两个建筑用砂矿采矿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请时间：2015
年6月26日上午8:00至2015年7月15日下午17:00。

六、竞买保证金：竞买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应以自己企业
的名义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存入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七、竞买资格确认：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2015年7月15日下午17:30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八、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7月16日 8:
30;2、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7月30日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
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00（工作日）;4、挂牌地
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203室；海南省土地矿产交易市场交易大厅（海口市美贤路9号
一楼）。

九、风险提示及特别约定：1、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
变化、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
风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儋州市国土环
境资源局定于2015年7月6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5年7月6日9:00前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门前
集合（地址：儋州市中兴大街24号，联系人：陈模，联系电话：
0898-23881861）。如有意竞买者未按时到场，未进行现场踏
勘，视为对对本次出让矿区情况无异议，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
果。

十、其他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
告为准；2、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
式竞买申请。

十一、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65236087
655372953。联系人：陈女士 李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
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5年6月26日

采矿权名称

海头镇珠碧江加兰村
河段建筑用砂矿

海头镇珠碧江加乐村
河段建筑用砂矿

矿区位置

儋州市珠碧江海头镇
加兰村河段

儋州市珠碧江海头镇
加乐村河段

矿区面积
(m2)

46399

370977

资源储量
(万m3)

4.26

69．8

生产规模
（万m3/年）

3．19

48．51

开采年限
(年)

1.5

2

挂牌起始价
(万元)

4

6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5

120

生产建设履约
保证金（万元）

30

200

儋州市两个建筑用砂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本报海口6月 25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一周的比赛，2015年全国青少
年帆板锦标赛今天在浙江象山结束。
海口队发挥出色，获得了2枚金牌、2枚
银牌和1枚铜牌。

全国青少年帆板锦标赛每年举办一
次，为展示我国青少年帆板运动水平、选
拔帆板项目后备人才提供平台。这是全

国青少年帆板级别水平最高的一次赛
事。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来自各省、市的10支代表
队百余位运动员参赛，海口帆板队派出
了9名运动员参赛。海口队的张金玺一
人独得男子RS：X级甲组长距离赛和
RS：X级甲组场地赛两枚金牌和RS：X
级甲级障碍赛铜牌，谭佳鹏获得男子

T293级甲组长距离赛银牌，吴晶获得女
子T293级乙组长距离赛银牌。

今年18岁的张金玺来自海南儋州，
2011年11月进入海口帆板队，平时训
练积极，不怕吃苦，是一个勤奋好学的
运动员。在2014年海口帆板队参加的
5场比赛中，他一共拿到了1枚银牌、2
枚铜牌和团体赛中的3枚铜牌。

海口帆板队1997年成立，主要担负
“城运会”（现更名为“全国青年运动
会”）帆船帆板项目竞赛及向省帆船帆
板队输送高水平后备人才。因多方面
的因素，该队停办了几年。由于该项目
的重要性，海口市帆板队2009年底恢复
组队，目前有队员 23 人，借用教练 2
人。从2010年到2015年6月为止（包

括此次比赛），海口帆板队参加全国性
比赛17个，省级比赛1个，共获得15枚
金牌、18枚银牌和30枚铜牌。

据悉，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帆船
帆板预赛将于2015年7月在浙江象山
举办，海口帆板队参赛队员有信心在这
次预赛所报的小项中取得好成绩，进入
决赛。

全国青少年帆板锦标赛落幕

海口队获得两枚金牌
刘翔宣布离婚
与演员葛天结婚不到一年

新华社上海6月25日电（记者朱翃）6月25
日，前奥运会冠军刘翔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消息
称，因与妻子葛天性格不合，选择结束这段婚姻，
并祝愿彼此有更美好的人生。这段广受关注的婚
姻仅维持了9个月。

25日下午，刘翔在自己的认证微博上宣布与
演员葛天离婚。刘翔在微博中称：“我与葛天
2014年5月恋爱，同年9月结婚，婚后因性格不
合，于今天结束这段婚姻，希望今后各自都有更美
好的人生，祝愿彼此。”

刘翔与葛天于2014年9月8日在上海普陀
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葛天2012年毕业于中央戏
剧学院，曾表示是刘翔的粉丝，两人于2009年的
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刘翔是中国田径的标志性
人物，曾夺得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并曾
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新华社圣地亚哥 6月 24 日电
（记者赵焱 李丹）东道主智利队24
日1：0艰难战胜最后仅有9人在场
的乌拉圭队，率先晋级美洲杯半决
赛。智利队主教练圣保利认为，击败
卫冕冠军乌拉圭队对智利来说是向
前迈出了一大步。

“比赛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
情况，上半场智利队一直在场面上领
先，但是并没有很好的机会，下半场
的局势有些混乱，”圣保利在点评比
赛时说。“我认为智利战胜了一个非
常难的对手，踢了一场漂亮的比赛。
比赛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如果不从开
始就控制球，情况就会更复杂。而比
赛的激情来自于球员们自己，因为这
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踢球，面对的是
自己的人民。”

对于射入唯一一球的伊斯拉，圣
保利认为：“在智利队已经结束的4
场比赛中，伊斯拉在进攻和防守中都
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很高兴看到他
的进步，看到他达到今天的水平。”

伊斯拉自己也说：
“我很激动，不仅仅
因为进球了，还因为
我们的对手是乌拉
圭。”他表示要和自己
6 个月大的小女儿一起
庆祝，“不久前我的家人还一直
跟我说要进球，今天终于满足
了他们的愿望，而且是在一场
非常艰难的比赛中，这让我更
加高兴”。

乌拉圭队主教练塔瓦雷斯
说：“按照对方的说法，我们踢得
还不错。在我们场上只剩下10
人时，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塔瓦雷斯表示：“美洲杯对
我们而言已经结束了，这让我
感到苦涩。”他认为，乌拉圭
队有效控制了智利队
的进攻，但“下半时
我们想给他们制
造困难时，我们最
好的前锋意外离场了”。

韩篮球教练
涉嫌赌球被调查

新华社首尔6月25日电 据韩国警方透露，
韩国的一位职业篮球教练淳昌金（音译）因涉嫌赌
球，于25日被警方调查。

据韩联社报道，来自韩国篮球联赛安阳KGC
队的教练淳昌金被指控曾经买自己的球队输球，还
通过在下半场换上替补队员的方式操作比赛结果。

52岁的淳昌金涉嫌在今年2月和3月下注购
买自己的球队输球，当时他在釜山的KT索尼克
爆破队执教。

韩国篮球联赛在2013年就曾遭遇赌球丑闻
的冲击，姜东熙成为韩国国内体育联赛中第一位
被证实故意操纵球队输球的主教练。后来，韩国
篮球联赛给予姜东熙终身禁赛的处罚。

智利队主帅圣保利：

战胜乌拉圭
向前迈出一大步

新华社圣地亚哥 6月 24 日电
据智利当地司法部门24日披露，智利
足球明星比达尔在上周因酒驾酿成车
祸被捕、但被批准有条件获释后，如今
又即将面临一项威胁警察的新指控。

据外电报道，比达尔将于7月8
日因被控威胁副警长奥斯瓦尔多·佩
索亚而被传讯。

现在正征战美洲杯的比达尔因
证词录音惹上新麻烦。据录音证实，
在车祸发生后，比达尔曾对执法警官
出言不逊，并与其发生言语冲突。

“那你就给我戴上手铐啊！但你
会让全智利人XX。”比达尔在一段
已被圣地亚哥电台发布上网的一段
视频里说道。

这位智利球星被捕当晚在监狱
里度过，第二天早上获释，其驾照
被吊销120天。

若对比达尔酒驾的指控成
立，他的驾照有可能最多被吊
销两年。若威胁警察的罪名
成立，比达尔会面临入狱61
天的缓刑的惩罚。

新华社渥太华6月25日电 国际
足联官网24日以《中国勇士只待重拾往
日峥嵘》为题发表文章，表示曾经的“铿
锵玫瑰”又回来了。

文章称，中国女足的名字，在国际
女足历史上反复出现。从1991年作为
女足世界杯东道主，到1999年闯入世界
杯决赛，“铿锵玫瑰”经常有突出表现。
而今，在不可思议地无缘2011年德国
世界杯后，中国女足又以主要参与者的
身份重返世界杯赛场。

中国队在小组赛局势复杂的A组
中突出重围，接着又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力克身体条件出众的喀麦隆队。在这4
场比赛中，中国姑娘们一直表现出的韧
劲，正是“铿锵玫瑰”在她们辉煌时期的
标志。这一特征有可能在26日与美国
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关键的比
赛，我们都是战士，”王珊珊在击败喀麦
隆队的比赛后说。“我们在比赛中不断
提升，在每一场比赛中我们不断适应不
同风格的对手。我们都想进入决赛，这

是每个人的目标，但我们并没有给自己
施加压力。”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王珊珊也清楚
地记得 1999 年女足世界杯的那场决
赛。回忆起中国女足在洛杉矶最终点
球大战负于美国队，王珊珊百感交集。

“当时我在上小学，但我还清楚地记得
这场比赛。中国队踢得那么好，打进了
世界杯决赛，那是我梦想开始的时刻。
孙雯是我最喜欢的球员，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

中国队中场球员王霜表示，球队
的每次亮相都是一次成长。“我感觉
我们一场比一场踢得好。第一场，我
们很紧张，然后第二场我们放松多
了，第三场我们则摆脱了更多的紧张
情绪。”

“我们看了美国队的比赛，看到了
她们的长处和弱点，所以在下一场比
赛，我们将用我们的优势攻击她们的弱
点。她们的长处在于身体强壮，进攻和
防守速度快，她们的防守在某些方面存
在弱点，比如转身，这将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王霜说。

威胁警察？比达尔面临新指控

国际足联官网发表文章赞中国女足：

“铿锵玫瑰”又回来了

■ 新华社记者 曹杨

随着中国女足在加拿大世界杯上
勇闯八强，女足姑娘们艰苦的处境又开
始引发国人关注。而在南半球的澳大
利亚，关于改善女足姑娘待遇的呼吁同
样强烈。

据澳媒体披露，女足球员每场比赛
的收入为500澳元（1澳元约合4.80元
人民币），另加150澳元津贴。而男足的
收入为每场6500澳元，另加商业收入
及赞助收入的分成。

纵观澳大利亚体坛，曲棍球是澳体
育界男女收入平等的典范，曲棍球协会
与男女队均签订了同等的工作合作，确
保“同工同酬”。女子曲棍球队的平等

地位得益于她们在国际赛场上的强势
表现，在1988年至2000年四届奥运会
中，她们赢得了3次冠军。

澳大利亚男女板球的收入差异甚
至超过足球。根据现在的合同，女子板
球队球员年收入在22850至 54600澳
元之间，而男球员的收入最高可达到
200万澳元。

澳大利亚女子体育协会发言人埃
文斯认为，足协正在改善女足的收入水
平，“但还是太慢”。她说，“对比男足的
收入，我相信最理智的人也会大吃一惊
的。女足没有全职工作，足球不能让她
们养家糊口，我记得几年前巴比里（澳
女足守门员）不得不靠贩卖自己的纪念
品为生。” （新华社悉尼6月25日电）

同工不同酬

澳女足生存同样引关注

大足联赛高职组总决赛西宁开战

海经贸队参赛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王黎刚）2014—

2015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高职组总决赛今天在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揭开战幕，在为期8天的
赛程中，由南区和北区前四名组成的8支劲旅将
对高职组全国冠军发起最后冲击。海南经贸职业
学院队获得了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是大足联赛总决赛首次来到高原古
城西宁，专业化的赛事也为西部校园足球增添了
更多活力。夏季气候凉爽的西宁很适宜进行足球
比赛，但2000米的海拔高度，也将成为参赛球员
们的最大考验。

据介绍，大足联赛高职组是将高职院校从原
有的校园组中分离出来的新增组别，设立高职组
也是为了响应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号召，体现国家
对高职院校足球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与支
持，进一步推动校园足球发展。同时，高职组的比
赛也将让更多大学生参与到大足联赛这个舞台，
感受足球快乐。

6 月 25
日，智利队进
入美洲杯四强
后，守门员布
拉沃（左）与队
友梅德尔庆祝
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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