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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黎亚一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天涯区渔村路

235号黎亚一住宅楼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
证》证号为：三土房（2001）字第0822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55.31平方米，土地面积为5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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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二个月内送达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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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海南临海船务有限公司（下称临海公司）、海南临高腾泰实业
有限公司、海南环海（集团）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船舶抵押借款
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临海公司所属停泊在海南省临
高县新盈港锚地的“临海288”号、“临海588”号两艘多用途船舶.
本院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9月15日对上述船舶分别进
行两次拍卖,均因故流拍。现本院决定对上述船舶进行变卖，具
体变卖事项如下：

一、变卖保留价及保证金价：“临海288”号船为480万元，应
买保证金为100万元;“临海588”号船为650万元，应买保证金
130万元。

二、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在海南日报刊登之日起15日内。
三、变卖方式：1应买申请人应在变卖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

面申请，并交纳应买保证金至本院代管款账户内（户名：海口海事
法院，账号：266262970641，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行）。交款
后须于2日内持法院收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本院执行局办理变卖
报名手续;2、在变卖期限内，如有多人报名的，按竟价方式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买受人。只有一人报名的，以变卖保留价变卖；3、

变卖成交时，由应买人与本院签署“应买确认书”，应买人应在签
字后5日内支付全额应买款至本院代管款账户；逾期视为放弃应
买，保证金不予退款。

“临海288”号技术参数：建造日期：2003年7月29日，船籍
港：海口，船体材料：钢质，船舶类型：多用途船，参考载货量：3786
吨，总长：86.60米，船长：79.80米，船宽：13.80米，型深：7.90米，
空载吃水：3.72米，满载吃水：6.30米，满载排水量5707.79吨，空
载排水量：1585.80吨。评估价：人民币933万元。本次拍卖的参
考价为750万元。

“临海588”号技术参数：建造日期：2005年8月25日，船籍
港：海口，船体材料：钢质，船舶类型：多用途船，参考载货量：4839
吨，总长：99.80米，船长：92.90米，船宽：15.80米，型深：7.10米，
空载吃水：3.121米，满载吃水：5.59米，满载排水量：6699.90吨，
空载排水量：1640.30吨。评估价：人民币1254万元。本次拍卖
的参考价为1040万元。

联系人：曾建华0898-66160110 张圣府0898-66254932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

二0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法院船舶变卖公告
（2015年）琼海法执恢字第53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80号

（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152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海业诚信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

口市秀英区书场村经济合作社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及合作合同纠纷两案，本院于2015年9月22日裁定查封登记在
被执行人海口市秀英区书场村经济合作社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金滩路南侧面积为34549.9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
权证号：海口市集用（2009）第013222号（地号：03-05-06-
52）]。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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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海口市城建集团海口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建的“万福新村
农贸市场”项目位于万福新村，西临安民路，拟建1栋地上2层（局
部 3层）、地下1层农贸市场，建筑面积地上 4909.82m2、地下
2289m2，配建机动车停车位50辆，非机动车停车位291辆，项目
主要功能为商铺及公共活动场所。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
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天
（2015年10月10日至2015年10月22日）。 2、公示地点：海口
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德利路5号海口市规划局美兰分局，邮编
570208。（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6275955，联系人：张传君。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0月10日

万福新村农贸市场临建项目批前公示启事

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整理中心。二、代理单

位：海南博信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三、工程概况：陵水县光坡镇硬化
黎唤大排沟工程，项目位于陵水县光坡镇武山村委员会田洋，项目主要
治理目标为黎唤排沟，治理排沟总长2490米，配套建筑物28座，33座，
包括排水涵管13座，步级20座。设一个施工标段。四、投标资格：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投标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或以
上，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但任
项目经理。五、报名时间：2015年10月10日～2015年10月15日17：
00时止（以网站公布为准，节假日不受理注册备案）。六、报名事宜：详情
请登www.lszbw.com按照投标指南办理。七、联系人：黄先生（招标办）
电话：0898-83333299；符先生（土地储备中心）电话：18689975956。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乐土环资告字[2015]575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及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
外。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5年10月16日 至 2015年11月6
日 到乐东县抱由镇江北国土环境资源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五、申请人可于 2015年10月21日 至
2015年11月10日上午11时00分止 到 ：乐东县抱由镇江北国土环境
资源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5年11月10日11时00分（以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5年11月10日17
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各地块挂
牌时间分别为:乐新储2015-1号地块: 2015年11月2日9 时 至 2015
年11月12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土地出让金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
30日内支付；2、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双方的印花税
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3、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
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4、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5、详细情况
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http://ledong.hainan.gov.cn/。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
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江北区国土环境资源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联 系 人：林
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9日

宗地编号
乐新储2015-1

土地面积（m2）
22956.1229

地块位置
乐东县九所镇

使用年限
70年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建筑密度
≤25%

建筑限高
40米

容积率
1.0<容积率≤2.0

绿地率(%)
≥4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620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4620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二、工程名

称：秀英区小街小巷改造16个项目（1、周仁村道路改造项目，2、红棉
西路一横路改造项目，3、滨涯湖新村道路改造项目，4、美华路改造项
目，5、海榆一横路改造项目，6、海商路改造项目，7、秀华社区道路改
造项目，8、向荣村道路改造项目，9、秀新路道路改造项目，10、金滩路
改造项目，11、书场村道路改造项目，12、长流镇街道综合整治项目
（长康路），13、秀英横路改造项目，14、业里村道路改造项目，15、书
场街路改造项目，16、南港路道路改造项目）。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 2015年 10月 10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
com）下载招标文件。四、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投标人资格要求详
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
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五、联系人：朱工0898-68604897

招标公告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州穗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代理滨水区环境综合整治三期配套设施工程项目（监理）二次招标。

项目用地西起玉兰路，东至泰华路，南起滨海大道，北至海口湾海

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排水、照明及交通工程。计划工期为

90日历天。投标人及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含）以上资

质，总监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招标范围：施工及监理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招标文件获取时间：

请于2015年10月10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

com）上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上发布。联系人：陈工66755229（详情请登录http://www.

hkcein.comzhaon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

一、项目名称：世纪大桥维修防护工程。二、招标人：海口市桥梁管理
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该项目维修防护区域为世纪大桥主桥，桥
全长2663米，其中主桥长636.6米，跨径为147+340+147米，最大
单跨340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南侧主塔增设钢漂护舷防护工程、斜
拉索主桥日常检测车增设工程及主塔侧向支座维修工程等；招标范
围为世纪大桥维修防护工程施工（含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内
容）。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
上资质或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
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招标文
件获取：请于2015年10月10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
招标文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发布。联系电话：招标人
66528486，招标代理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招标公告

建筑公司招贤纳士
一、管理岗位：
1、审计合约部经理：审计、会计、造价相关专业；2、财务部经理：

财务、会计相关专业；3、企划部经理：有相关工作经验；4、经营开发部
经理：熟悉招投标方式；5、项目经理：男性，道路桥梁等建筑工程相关
专业；6、建材公司副总经理：男性，熟悉建筑材料市场价格与渠道；7、
项目办公室主任：男性，行政管理类专业。

备注：以上岗位各招1名，须至少大专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工作地点：海口市。

二、技术岗位：1、施工测量主管：男性，测绘测量专业，大专以上，能独
立开展施工测量工作；2、采购助理：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会驾
车；3、安全员：男性，有安全员证书，有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4、质检资料
员：性别不限，2年以上工作经验；5、仓管员：男性，2年以上工作经验。

备注：以上岗位各招2名，都需要相关工作经验。工作地点：海南市县。
联系电话：0898-65233508 邮箱：2645067@qq.com

BT-2013-25号地块挂牌延期公告
我局原定于2015年10月13日下午15时举行的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保城镇西环路东侧，土地编号BT-2013-25号地块的挂
牌活动因故延期。

内容如下：1.交纳竞买保证金及报名时间延期至2015年10
月 25日 15：00时（北京时间）截止；2.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
2015年10月25日17：30时（北京时间）截止；3.挂牌时间延期至
2015年10月27日上午9：30时（北京时间）截止，其他事项以原
公告为准，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10日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52-8号执行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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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1、海口市海德路1号耀江花园小区的B1栋2-1605号房屋
【房产证号HK156702号，建筑面积44.92平方米】与B1栋2-1606号房屋
【房产证号HK156705号，建筑面积118.01平方米），参考价：802898.56
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2、海口市海德路1号耀江花园小区的C1栋1-
703号房屋【房产证HK225797号，建筑面积 160.55平方米】，参考价：
814990.72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情况说明：过户税、费按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瑕疵说明：1、原房屋使用人将B1栋2-1605号房和2-1606号房
合并成一套房，改变了原户型布局。2、上述三套房屋的房产证及房产登
记信息中未载明土地证号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本院不负责办理
该三套房屋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10月23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23日17：00前到
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滨江支行；账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
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9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美林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环海公寓二单元15B室，联系
电话：68570895、18089807131。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 阿成

0：1不敌卡塔尔后，国足已落后对手
5分，以小组第一出线成为没有人寄望的
理论上可能，至于以成绩最好的四个小
组第二出线，需要未来4战全胜才有望。
未来4战中包括主场战卡塔尔和客场战
香港，全胜不会像王大雷等说的那么轻
巧。不信问香港队，正是主场被香港队
逼平后，国足的出线前景敲响了警钟。

主帅佩兰赛后自然备受指责，其实
所谓信任危机战前已有迹象。剧情的
反转不太真实，还在今年初，亚洲杯上

三战全胜挺进八强后，佩兰听到的是
一片赞颂声，美化得连他的名字听起
来都携带着兰花的清香，有的甚至联
想到如今足球的大好环境，觉着国家
队在对的时候来了一位对的教练，从
此进入腾飞的轨道。

其实这样的剧情演过很多遍了：中国
队换新帅后，总是在友谊赛、热身赛，或者
亚洲杯等正式比赛中表现不错，让人产生
新的希望或幻觉；然后在最为看重的世界
杯预选赛中铩羽而归。佩兰与他的诸多
前任一样，还没在神坛上坐热便沦为罪人
或者替罪羊。但是这一次，至少在年初的

亚洲杯时，人们似乎忘了国足以及历任国
足主帅“高开低走”的故事，很少有人预言
佩兰这么快就遭遇滑铁卢。

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足球已输得太
多下滑得太厉害，人们觉得怎么着也要触
底开始反弹了，就像人们对A股的期待。
以前还曾拿过亚洲杯亚军呢，后来连亚洲
杯小组出线也成为难关了，因此今年的亚
洲杯八强对球迷们的神经是一种强刺
激。事物是螺旋式发展的，某个阶段的

“高开低走”并不可怕，但国足“高开”的起
点却越来越低，变成螺旋式下滑。

原因之二，“黑色三分钟”、“打平出线

就输球”等故事毕竟有点久远了，如今换
了一拨全新的球员，这些球员一开始时多
少还展现出朝气蓬勃敢打敢拼的面貌，让
人们忘了过去、憧憬新时代的新气象。时
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却也是健忘症的

“病根”。中国足球的顽疾多年未愈，是不
是我们一直都记不住：足球水平的提升需
要长期的扎实努力。中国足球“基因”的
改变不是一早一夕就“突变"，而且变成什
么样子？得看你不断积累了什么。

国足这么多年征战的“套路”太俗
太烂，看着已麻木。中
国足球还很有传染力，
佩兰也免不了落入“俗
套”。我等看客也是，对
此演不完的“肥皂剧”，
继续关注并麻木着。

佩兰也免不了“俗套”

本报讯 北京时间10月9日凌晨，
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
小组赛中0：1不敌卡塔尔，出线形势严
峻。带着沮丧、失落甚至是愤懑的情绪，
国足球员在比赛结束两个多小时之后就
前往机场，准备回国。对于多哈这个伤
心地，国脚们留下的只是不甘与遗憾。

比赛结束之时，不少球员倒在场地

上。并不是累得体能透支，而是对于这
样的比分实在无法接受。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打成这样
了，我们一直很有信心的，你觉得我们
问题在哪里。”比赛结束之后，一位国脚
甚至这样反问。的确，正如队员们所
说，大家都憋足了一股劲想和卡塔尔队
拼一场，可最后比赛打得让他们自己都

觉得很憋屈。
“其他小组的第二名现在都是多少

分了？不是成绩最好的4个第二名还有
机会吗？”回到宾馆之后，队员们开始关
心其他小组的成绩。当得知有4个小组
的第二名都是9分，另外还有8分的时
候，队员们沮丧地说到：“我们还有多少
机会进入12强？这次如果进不去，下届

世界杯我还能等到吗？”
的确，对于中国队来说，平香港已经

是丢掉了两分，而这两分实际只能到卡
塔尔队身上找回来，但这次又让卡塔尔
队先在自己身上拿到了3分。因此接下
来的4场比赛必须要保证全胜的情况
下，才能去和其他对手相比能否成为4
个成绩较好的第二名。 （小于）

世预赛亚洲区小组赛国足不敌卡塔尔，出线形势严峻

国脚自问:我还能等到下届世界杯吗

10月9日凌晨，国足兵败多哈，
主帅佩兰携部分国脚当日归国抵
京。图为佩兰情绪低落走出机场。

小新发

国足兵败多哈回国
大
侃
台

本报讯 10月9日，中国网球公开
赛男女单四强全部产生，德约科维奇和
纳达尔，本届中网有可能在决赛中上演
德纳决。

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继
续强势表现，仅用时52分钟，以6：2/6：2
横扫美国大炮伊斯内尔，晋级半决赛。
他将与费雷尔争夺决赛席位。3号种
子、西班牙天王纳达尔在遭到美国好手
索克的挑战，经过苦战以3：6/6：4/6：3
逆转获胜，晋级四强。纳达尔将在半决

赛中对阵意大利选手弗格尼尼。
女单四强也在当天全部产生：4号

种子、波兰选手A·拉德万斯卡以6：1、
6：4淘汰德国选手科贝尔，6号种子、塞
尔维亚美女伊万诺维奇以6：3、7：5战胜
俄罗斯选手帕芙柳琴科娃，5号种子、西
班牙选手穆古拉扎以6：1、7：5淘汰了美
国选手马泰克，瑞士选手巴辛斯基则在
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0：6、6：3、7：5逆
转战胜意大利老将埃拉尼。半决赛中，
A·拉德万斯卡将迎战穆古拉扎，伊万诺

维奇的对手则是巴辛斯基。
在女双比赛中，中国组合王雅繁／

梁辰在9日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
半决赛中以2：6、3：6不敌现世界排名第
一的辛吉斯／米尔扎，无缘决赛。

（小新）

中网男女单四强产生

➡ 10月9日，塞尔维亚选手伊万
诺维奇2：0战胜俄罗斯选手帕夫柳琴科
娃，晋级中网半决赛。图为伊万诺维奇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鹈鹕队和老鹰队都在季前赛中赢得开门红，
北京时间10日，两队将遭遇，鹈鹕队球星“浓眉
哥”戴维斯在内线将遇到老鹰的重点“关照”。

在季前赛首战中，鹈鹕队成功击败步行者队，
戴维斯得到18分和8个篮板，带领球队五人得分
上双。从首战鹈鹕队的表现来看，球队目前的状态
相当不错，戴维斯继续发挥稳定的领袖作用。鹈鹕
主帅金特里表示，“我们会试验的一点就是让戴维
斯去打中锋，甚至可能采取一个更小的阵容，让康
宁汉姆来打4号位，他来搭配三个后卫。”以戴维斯
的能力，他面对联盟的很多中锋都不处下风。

老鹰队首战击败骑士队，不过内线米尔萨普的
表现并不是很好。老鹰队想要击败鹈鹕争取连胜，
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内线限制戴维斯的表现，米
尔萨普、霍福德等人要联手给浓眉哥施压。休赛期
老鹰队交易到斯普利特，效力马刺队期间，斯普利
特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应该会成为老鹰内线的重要
替补，在攻守上给球队带来帮助。 ■ 林永成

■ NBA季后赛前瞻

强敌考验“浓眉哥”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教
育厅、省文体厅主办，省学生体育协会、省高级体
校承办的2015年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排球联赛
今天在省高级体校举行。

来自海口、三亚、文昌等市县11所中学的17
支男、女学生排球队共计246名运动员和教练员
参赛，男子组共有10支队伍，将采取分组单循环、
交叉淘汰和排位赛制直至决出最后名次；7支女
队将采取单循环赛制，按积分决定最终名次。

省中运会排球赛开打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0月8日电（记者姬
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首轮8日
打响，南美双雄巴西和阿根廷队出师不利，以0：2
的相同比分分别输给智利和厄瓜多尔队。

巴塞罗那球星内马尔因为在美洲杯上领到的
禁赛处罚而无缘世预赛前两轮，这让巴西在面对
智利时显得更加没有底气，他们几乎没有对智利
球门造成太大威胁。

阿根廷在主场输给了实力平平的厄瓜多尔。
此役，阿根廷同样缺少了核心，梅西因伤缺阵，而

“新10号”阿圭罗也在第19分钟就早早伤退。
在另外2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主场以2：0击

败秘鲁队，巴拉圭队客场以1：0小胜委内瑞拉队。

世界杯预选赛

南美双雄出师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