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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
经过2个多月、9轮比赛的角逐，2015海
口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前天结束，卫
冕冠军佳宁娜红色战车发挥出色，以8
胜1负的战绩获得常规赛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 10支球队、270 多
人参赛，参赛的球队分别是红色战车
队、海府飓风队、环球队、AJ红酒队、
海南大学队、威信飞虎海师队、南北
队、海南万宁队、皇家十一人队和香柏
景观队。比赛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
常规赛采用 10支球队单循环积分来

排列名次，获得第10名的球队直接降
级，季后赛则采用交叉淘汰赛的方式，
即常规赛的第1名至第4名的球队争
冠军、第6名至第9名的球队决出一个
降级名额。 比赛为 11人制足球赛，
比赛时间为半场45分钟，球队积分相
等时依次按相互之间胜负关系、净胜
球、进球总数等排列名次。本次比赛
奖励前3名。获得前3名的球队将分
别赢得6000元、4000元和 3000元的
奖金。此外，还设有联赛“最佳射手
奖 ”一名。获得前 8名的队伍，将直

接取得参加 2016 年海口市足球超级
联赛的参赛资格。

最终，红色战车、飓风队、海大队
和万宁队获得前 4名，他们将争夺本
次比赛的冠军。南北队降级。海大队
的黄日成和红色战车队的王存得分别
踢进 18 球和 10 球，暂列射手榜前两
名。季后赛本周六打响。红色战车队
对阵万宁队，飓风队对阵海南大学队，
两场比赛的胜者将争夺冠军，负者争
夺季军。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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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地共有宗地分割确权登记发证测量工作（二期）

已于 2015年 7月 9日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专家委员

会推荐，确定：

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苍穹数码测绘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口山维测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海南分院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3个工作日（2015年7月10日至7
月14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电话

66568045

中 标 公 示

旺铺招租
我单位拟对名下铺面向社会公开竞价招租，铺面均处

在黄金地段，位置绝佳，欢迎踊跃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15日止
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2楼
报名电话：13976103129 甘先生
报名者须提交本人相关的承租方案。
铺面详情可浏览南海网：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5/07/

02/017656785.shtml
铺面出租情况表

序号

1

地址

解放东路36号

楼层

1-3楼

原经营商铺名称

兰州拉面

面积（平方）

410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
海口兆生贸易有限公司：

你公司位于昌江县海尾镇的养虾场自建场以来，在未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未建设配套污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投入生产养殖构
成违法，我局已立案查处，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昌土环资罚告字〔2015〕71号）后，向你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送达，
但当地居委会确认你公司不在该处办公，该处为暂住人口住所。因
你公司迁往何处信息不详，我局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故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昌土环资罚告字〔2015〕71
号），该《告知书》告知你公司的行为违法，我局将对你公司处以人民
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的行政处罚，你公司享有听证及陈述、
申辩的权利。你公司如有异议请于本告知书送达七日内向我局提出
陈述、申辩的书面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你公司如果要求听证，应当在本告知书送达后三日内向我局以书面
方式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视为放弃听证要求。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169号
邮政编码：572700 联系电话：0898-26622135

昌江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7月3日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53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天骋实业有限公司与海南万有
实业有限公司债务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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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
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海秀东路48号鸿泰大厦第六层整
层房产（建筑面积：1506.62m2）。参考价：522.5万元，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7月30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玉沙
路5号国贸中心21C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的展
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27日17:00止；4、收取竞
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7月27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5、办理
竞买手续时间：2015年7月2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
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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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53号（如代缴必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68559156 13322095777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债权清收公告
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2005年4月22日经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还债。现特向下列清单中各债务人公告清
收债权，自公告之日起15日即视为送达。各债务人应自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管理人履行还款义务。如有异议，应于送达之
日起7日内书面向本管理人提出并提交有关证明。

欢迎社会各界向本管理人提供财产线索和协助追收，一经查
实并实现债权，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联系人：赵律师
联系电话：0898-68552160

二0一五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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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人名称

海南外国企业物资服务公司

海南华航大酒家有限公司

海南三友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金石发展公司

海南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达国际招商集团公司

肇庆海鲜酒家

海南志丰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正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荣达娱乐有限公司

海口市进出口贸易公司

海南文化发展投资公司

海南青龙船务有限公司

四川通立保龄球健身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陆丰县陆民信用社

北京泰实电子公司

海南五矿乐海有限公司

中国蓝天实业海南公司

海南健成房地产公司

海南省宝平发展总公司

海盛船务实业公司

中山市民众镇商业公司

周立子

秧建华

娄底市娄星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

海南银海工贸租赁公司

海南旅游房地产公司

海南南南旅游工艺品公司

深圳中沈医疗器械联合公司

海口杰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王莲兴（蔡汝仲）

河南金博大开发建设总公司

海南海阳租赁公司

海口泰和实业开发公司

陈少武

丁馨

周春蓉

海南正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韩思勇

海南国昌实业有限公司

付洪学

海南正丰工贸有限公司

陈允文

海南银海设备租赁公司

海南天华物业有限公司（谢坚）

董奕

本金

2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80,000.00

24,109,958.00

514,000.00

830,000.00

882,500.00

10,000,000.00

800,000.00

900,000.00

5,031,585.00

3,387,002.46

6,797,315.00

157,500.00

1,500,000.00

6,474,606.73

426,341.24

1,445,372.04

200,000.00

71,091.00

3,778.64

71,264.12

6,205.98

222,816.75

21,607.09

41,806.97

78,001.22

35,401.90

97,579.62

14,914.37

62,470.34

41,156.55

26,151.30

17,309.67

41,705.00

28,210.00

26,152.90

84,652.85

84,652.85

789.62

283,304.50

145,754.00

利息

140,112.00

1,364,076.90

14,230,675.45

151,212.90

53,836,026.66

540,131.76

1,203,699.20

1,259,386.33

17,102,540.00

1,559,829.31

1,119,897.41

6,375,530.41

2,395,051.18

7,784,258.20

503,251.56

1,052,850.49

13,124.87

86,659.20

备注

原债权人为海南海台地产有限公司，
现债权人为汇通信托公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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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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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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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88

89

单位/个人名称

洋浦肯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原物业公司

海口惠利行

海南南方工业贸易公司

海口信源实业发展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消防分局

海口市供电局

席晓光

海口城建档案馆

海口市城市规划局新华分局

海南五色土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口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海口裕华工贸公司

北京富利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联物资公司

海南省商贸厅进出口管理处

海南省建华实业公司

海南正信租赁公司

南华（海南）文化公司

中国银行信用部

珠海城管监察大队

香洲供水站

广东七建珠海公司

王永臣

张克明

李刚

张建晋

孙鹏

许岩

梁平

加林山矿泉水公司

大连公司

三亚中南房产

蔡锋

中山锦龙山庄有限公司

中山新概念房产公司

上海明正房产公司

中山市泽龙山庄房地产开发公司

张兴军

刘扣宝

海南锦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经济特区发展总公司

海南新兴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24,283.35

592,569.64

20,472.74

20,472.74

1,560,162.00

40,000.00

200,000.00

50,000.00

150,000.00

615,143.60

4,046,343.25

790,000.00

10,947,487.16

7,728,335.84

689,453.33

100,000.00

29,698.00

3,800,000.00

880,133.40

56,387.72

8,500.00

7,560.00

2,000.00

62,150.00

10,759.62

65,509.41

18,500.00

89,621.69

11,970.87

4,000.00

2,000.00

440,000.00

500,000.00

3,000.00

70,000.00

6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4,250.00

28,065.95

6,750,603.00

3,871,485.11

817,000.00

利息 备注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原债权人为海南乐普生置业有限公
司，现债权人为汇通信托公司。

原债权人为海南山水企业贸易公
司，现债权人为汇通信托公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原债权人为海南汇力代理联合有限
公司，现债权人为汇通信托公司。

同上

原债权人为珠海市泰阁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现债权人为汇通信托公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为汇通信托公司担保债权

同上

同上

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兵

红色战车队获得冠军

选
手
在
比
赛
中
。

屯昌县全民健身中心建成半年多
来，每天都能吸引1000多名屯昌市民
来这里健身。运动场种类多、设备齐
全、运动氛围好，是吸引市民前来健身
的主要原因。

屯昌诞生“恐龙蛋”

去年底，屯昌县全民健身中心建
成。该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为一座很特
别的白色蛋状的羽毛球馆，屯昌人把它
叫做“恐龙蛋”。

羽毛球馆从外部看犹如一个巨大
的气泡，走近可以看到气泡表面还覆盖
一层网状物。推开位于建筑物中间的旋
转门，偌大的空间一览无余，没有任何梁
柱的支撑，16个国际标准羽毛球场和8
张乒乓球台依次排列，整齐有序，屋顶为
半透明设计，太阳光自然漫射进来，如同
室外，馆内温度适宜，体感舒适。到了夜
晚变成巨大球形发光体，夺目耀眼。

屯昌县全民健身中心有五人制足
球场5个、七人制足球场1个、笼式足球
场1个、篮球场3个、排球场两个、网球
场两个、门球场1个、儿童滑梯一个，加
上气膜体育馆里的16个国际标准的羽
毛球场和8张乒乓球台，整个健身中心

占地37亩，总造价1400万元。

成为屯昌人健身首选地

体该育中心经理邢菏宴说，每天下
午5点半开始，该中心的3个篮球场和2
个排球场就被占满，近百人轮番上阵。

在屯昌县政府工作的小张是一名
排球迷，由于县城里的排球场没有灯
光，以往他和他的球友打到正酣处，天
一黑，他们不得不戛然而止。“屯昌县全
民健身中心设施较完备，有灯光，晚上
也能打，特别过瘾。我们每周至少要来
这里打5次。”他说。

邢菏宴说，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
都不收费，球友们都能敞开了玩。“很多
球友天天来，他们和我都成了朋友了。”
她说。5人制和7人制足球场经常人满
为患，屯昌多支业余强队大都来这切
磋。近日，在该体育中心举办了一次足
球赛，邀请了海口、琼海和琼中的6支球
队和屯昌的6支球队参加。这是屯昌最
近几年来首次举办省内足球邀请赛。最
终，东道主屯昌天箭队夺冠。该队一名
球员说，屯昌的足球氛围不错，以前苦于
场地条件不好，球友们想踢球没有合适
的场地。这个中心的建成对推动屯昌业

余足球的发展将起到较大作用。

推动屯昌全民健身运动发展

“屯昌县全民健身中心的建成，完
善了我县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推动
屯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屯昌文体
局局长郭桂珍说。

她说，屯昌县全民健身中心的模
式较为新颖，由政府出地，社会出资兴
建。屯昌县全民健身中心建成半年后，
屯昌老百姓的健身意识不知不觉地增
强了，工作之余、双休日来这里健身、打
球成了不少市民的首选。

海南大学教授肖水平认为，屯昌县全
民健身中心是真正为市民全民健身运动
打造，它不是专业的运动场。这个场地的
模式值得在省内推广，希望各级政府能给
予承建方这样的民营企业积极的支持。

省文体厅副厅长杨毅光表示，屯昌全
民健身中心是省里主推的一个项目，要将
其做为我省全民健身的典范工程向全省各
市县推广。“希望在几年后，省内每个市县都
能建一个，像海口这样的省会城市每个区
应该建一个。”他说。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屯城7月9日电）

设备齐全 运动氛围好 每天千人健身

屯昌全民健身中心成“香饽饽”

克罗地亚教头米罗西谈青训

足球不是跳芭蕾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9日电“一有身体接

触就吹停，但别忘了，足球是对抗性运动，可不是
跳芭蕾！”刚刚结束休假返回中国的知名教练米
罗西，日前对记者谈起过去几个月的青训工作时
这样说。

“内蒙古一些中小学校园里的足球训练缺少
对抗，而这样的训练无异于纸上谈兵。”米罗西坦
言，对抗是足球很重要的一部分，犯规也是，没有
加入对抗的训练就像跳芭蕾舞，尽管平时球员自
我感觉良好，可一旦走上高压的比赛场，球员们
就很难适应。

不久前，米罗西前往包头市一所中学观看训
练情况，球员们手臂或下垂、或叉腰的表现让他
直摇头。他认为，这是球员不能适应比赛节奏的
重要原因。“这种变现非常不利于卡位，在比赛的
身体接触中很容易失去平衡，球员应该伸开手
臂，去对抗。因此，我给他们做示范，让他们感受
防守时手臂的力量，要求他们反复练习。”

俄罗斯体育部长发话：

谁当国际足联主席
俄罗斯世界杯都要办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8日电 俄罗斯体育部
长穆特科8日表示，无论谁当选新一任的国际足
联主席，2018俄罗斯世界杯都照办不误，不可能
易地举行。

俄罗斯和卡塔尔获得世界杯举办权的投票过
程也同样受到了调查。但穆特科说：“无论谁，当
选新的国际足联主席后，都会全力支持俄罗斯
2018年世界杯。这不是俄罗斯的项目，这是国际
足联的项目。管理层的变动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8日是俄罗斯世界杯组委会邀请外国记者参
观世界杯举办城市的第一天。在当天吹风会上
的问答环节中，记者的问题果不其然还是集中在
布拉特下台后，俄罗斯世界杯是否会受到影响
上。兼任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的穆特科坚定地说：

“我没看到能有什么影响。”

格雷佩尔二夺环法赛段冠军

马丁继续黄衫领骑
据新华社巴黎7月8日电 2015环法自行

车赛8日结束第五赛段的争夺，乐透索达尔车队
的德国车手格雷佩尔以4小时39分0秒勇夺第
二个赛段冠军，效力于快步车队的同胞托尼·马
丁则以17小时19分26秒的总成绩继续保有领
骑黄衫。

拍摄照片、亲汲井水、背诵诗词、品
尝美食……7月8日，7位国际象棋特级
大师专程赴东坡书院体验游，盛赞儋州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可口的特色美食。

在东坡井前，当听到导游说这是“东
坡圣水，可以激发人的灵感”时，国际象
棋特级大师们自己动手，用小木桶放入
井中打水，并倒入木盆中洗手。

在景区大榕树下，特级大师们欣赏
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节目。演出
结束时，他们即兴与演员们牵手，在儋州
调声的美妙旋律中，尽情地舞蹈。

特级大师韦奕的视线透过大榕树树
梢，似乎看到了一轮圆月，于是他背诵了
苏东坡词《明月几时有》。

“因为参加六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

霸战，我已是第七次来儋州了，每一次都
是新感觉。”特级大师余泱漪说。也许，每
一次的新感觉都会以不同的视角来欣赏
或品评。只见他快步登台，背诵了虽然简
短、但颇具哲理的东坡名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刚在浓郁的诗词氛围中脱下古装，特
级大师们来到早已摆好的棋盘前，下起了
快棋。顿时，景区小树林里，仿佛成了内秉
风雷的战场。快棋初罢，美食袭来。特级
大师们也不拘谨，逐一品尝儋州黄皮、粽
子、发糕、不老馊、黄皮鸡等丰盛的美食。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张琳

（本报那大7月9日电）

多名国象大师东坡书院体验游

华 裔 球
员林书豪 8
日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将
在新赛季加
盟夏洛特黄
蜂队。

新华社发

林书豪
加盟黄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