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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82号

根据（2015）琼山执字第143-9号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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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定确
定，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道客新村106号（现为道客新村四巷11号）五层
房屋（产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19397号，建筑面积：
710.00m2），参考价：225.05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宜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
10月30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10
月28日17:00前到账为准；4、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5年10月2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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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034；
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82号（如代缴须注
明代某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土地出让金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59156 1332095777；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口海事法院船舶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陈日沈、

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海南省三亚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被执行人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琼
三亚F8138”号船舶进行评估、拍卖，执行中本院依法扣押了被执
行人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琼三亚F8138”号船舶。现依
据生效的（2015）琼海法执委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成立了
船舶拍卖委员会，定于2015年11月13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对该船舶进行公开拍卖。展示时间：2015年10月10日—
11月12日；展示地点：船舶扣押地——海南省三亚港。凡与该两
艘船舶有关的债权人、优先权人、抵押权人应自公告最后一次发布
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
受偿的权利。联系人：夏小华 电话：0898-66160119凡欲购船者
请于2015年11月9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为：人民币200万元。联系人：姜凌 电话：0898-
66160113；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附：琼
三亚F8138号船技术参数：船舶建造日期：1998年6月15日，船籍
港：三亚港，船体材料：钢质，船舶种类：渔业加工船，航区：远海，总
吨位：3394吨，净吨位：1900吨，总长：100.88米，船长：94.50米，
船宽：15.20米，船深：8.30米，设计吃水：4.00米，主机总功率：
1618KW，评估价：人民币1410万元。 2015年10月10日

儋州自来水厂高压配电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

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儋州自来水高压配电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项目拟进行

招标。
一、项目资质条件：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

资格,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2．投标人有能力提供
招标设备及安装服务的专业制造商，并具有良好的供货业绩和售
后服务能力；3．提供的高压开关柜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
技术及安全标准，并有型式试验报告；4.须通过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5．具有良好的信誉，2013年～2014年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不亏损，无招标人不接受投标人投标的情形；6．设备安装
协助施工单位（自有或专业分包）具有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以上资质及具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以上资质及有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以上资质; 7、项目经理具备机
电专业建造师二级以上资质。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请有意参加公开招标的单位于2015年
10月20日17:30前报名。报名地点：海南省儋州市那麻村对面
海南儋州自来水有限公司二楼行政人事部。联系人：陈杰
联系电话：18876787233 0898-23317018

海南儋州自来水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3日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9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0月29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儋州市南丰
镇油麻村委会白炮村民小组箭竹岭788.7亩的橡胶林木（橡胶树为
27605株，已开割）及林权[林权证号：儋府林证字（2011）第000944
号]。拍卖参考价：1190.72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标的特别说
明：1、上述橡胶林权已在儋州市农业委员会办理林权证，林种为防护
林；林权证目前登记在方海潮名下，但森林、林地、林地状况登记表已
由方海潮变更为高军，请竞买者进行充分了解存在的权利义务、可能
产生的法律后果，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
担。2、拍卖物抵押权人为三亚众投创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该林
权证终止日期为2033年2月20日，相关情况详见评估报告。 标的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0月28日。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10月28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口市龙昆
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室）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
证 金 单 位 名 称: 海 南 省 三 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账 号:
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注
明:竞买儋州橡胶林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联系电话：
0898-31981199、13647576776（管先生）法院监督电话：88866919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2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 10月29 日上午10:00在海南华生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大厅进行公开拍卖：位于三亚市榆亚路华豫苑旅游度假社区
B栋 904房、1101房、1102房、1001房、1002房【证号分别为三土房
2012字第004512、004509、004514、004507、004513】和凤凰路丹州
小区内和兴家园E4栋 504号复式【证号为三土房 2012字第 004124
号】共六套房产。拍卖参考价分 别为：234.03万元、241.10万元、
235.24万元、243.48万元、248.25万元、224.63万元。竞买保证金：50
万元/套。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0月 28日止，于标的物
所在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28日17：00前缴纳竞
买保证金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

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
帐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
20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标的物情况说明：1、拍卖物B栋904、1001、1002、1101、1102房
产位于河东区华豫苑小区内，为一幢1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为2
梯4户。户型均为3房2厅1厨2卫1阳台，普通装修。小区由A、B两
幢商住楼组成，1-2层为商铺，3-14层为住宅，环境较优。拍卖物E栋
504号房位于凤凰路丹州小区和兴家园内，为一幢7层钢筋混凝土结
构房屋，为1梯2户，复式结构，朝向南，采光较优，现为毛坯状态。上
述6套房产登记产权人均为被执行人姜延东。2、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联系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42717
法院监督电话：66255907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1001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10月20日15时在三亚市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交易厅公开拍卖：1、三亚市2012年入库市级储
备粮（稻谷），数量：约859吨，2、三亚市2013年入库市级储备粮（稻
谷），数量：约2194吨。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竞买提示：1、本次拍卖按标的物的现状（不含包装）进行拍卖，标
的物实际数量及质量以存放在现场的现状为准，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物
的瑕疵不做任何担保。2、本次拍卖先以入库年度粮食数量为单位整
体拍卖，整体拍卖不成交的，可以分拆拍卖，具体分拆标的物大小由拍
卖师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最低不少于100吨。3、本次拍卖活动的具体
事宜详见《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文件》（第20151001期）。

展示时间：2015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16日。
报名时间：请于2015年10月19日17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并

于拍卖开始前办理报名手续。
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
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地址：三亚市新风街259号）
联系方式：0898-36305012 13876355557 马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8272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中土告字〔2015〕00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
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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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申
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13日下
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四楼土地交
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
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1月5日上午9时
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1月16日下午15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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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该地块须按我县城乡规划要求
进行开发建设。（二）开发建设期限：开发企业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
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不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
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使用权。（三）竞买成
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四）受让人取得土
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
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
费，挂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吉先生；联系电话：
0898-86220653；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
com/；www.landchina.com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13日

地块编号
05001-2015015

位置
营根镇百花廊桥下

面积
102672平方米

使用年限
40年

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40%

绿化率
≥30%

起始价(万元)
9970

保证金(万元)
9970

关于申领社会保障卡的通告
根据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保险

参保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今后参保人需持社保卡办理

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含申领各项社会保险

待遇及医疗保险就医结算等）。请尚未申领社保卡的

参保人尽快到海口市四个区社保所、市人力资源市场

和海口农商银行等41个社保卡服务网点咨询和申领

社保卡（需提供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标准1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服免冠彩色证件照片1

张），详情请登录海口人社局门户网站www.hihk.

lss.gov.cn查询，咨询电话：0898-66755382。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2015年9月30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公开选择采矿权评估机构的通告

海土资矿字〔2015〕103号
因采矿权出让需要，我局决定公开遴选采矿权评估机构，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资质: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业权评估机构备选库

中的评估机构。二、评估项目:建筑用玄武岩采矿权两宗，具体项目
可到本局报名处查询。三、报名方式:直接报名或快递（以邮戳时间
为准）两种。1.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10月23日16：00。2.报名提
交资料：评估机构报名函。3.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长滨二东街7
号市行政中心15号楼北楼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处。邮政编
码：570135，联系电话：0898-68720549。四、评估机构的确定:经资
质审查合格后，以摇号方式确定。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12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陈燕冬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瑞海

花园（玫瑰园）6座一单元402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

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07）字第4983号，房屋建筑

面积为142.74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1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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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龙民执字第17402-1号

琼中富豪酒店实业有限公司、杨斌、杨从云、彭清华：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衍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龙执字
第1740-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追加第三人彭清华为

本案被执行人。彭清华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执
行人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清偿债务500万元及其利息
（利息计算方法：自2012年3月29日至本执行依据判决限定履行
之日止，以5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0‰计付）。你们对此如有
异议，应于接到本裁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
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2015年10月8日

北京金海投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码：110105701133017）
2015年9月25日我局对你公司涉税违法行为作出《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罚〔2015〕16号），罚款5,838,660.41元。
2015年9月29日我局将该《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地税一稽

罚〔2015〕16号），邮寄送达给你公司，因你公司办公地址已搬走邮件

被退回，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相关人员联系不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如逾期仍未缴清罚
款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相关规定
执行。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5年10月13日

公 告

近日，2015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
赛在海口西秀海滩举行，国内外100多
名业余帆板爱好者参加。这是海口第二
次举办该项比赛。不少参赛帆友都是第
二次来海口，在他们眼中，海口是一个玩
帆的好地方，这里冬季气候怡人、风力和
风向适宜。为了能在海口玩帆，有些发
烧友还在海口买了房子，冬季常住海口。

玩帆的发烧友多了

去年来海口参加帆板比赛的英国人
西蒙说，中国人练帆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
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我们英国人从小练
帆板的初衷则是单纯地享受这项运动。

省赛事中心主任张华认同西蒙的观
点，他说，以前我们练帆板的确是为了参加
国内外的竞技比赛，体育主管部门找来一
批孩子苦练，这是精英训练，建造塔尖，但

基础不牢。这几年，国内帆板强省包括海
南在内，大家都意识到帆板运动普及的重
要性，只有普及面广了，玩帆板的人多了，
这项运动的竞技水平才能提高。

张华透露，国内目前常年玩帆板、能
参加业余比赛的大约800人，其中海南
有150多人。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举
办了两届，参赛的选手全部是来自国内
外的业余玩家。张华说：“我们办赛的目
的是为了借助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促进国际旅游岛体育和旅游事业的
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玩帆，我
们在本届比赛中新增了青少年组，效果
不错。”

玩帆的门槛降低了

海口的吕旸玩帆已有近10年的经
历，在本次比赛中他进入了金组前 8

名。“10年前我开始玩帆的时候，海口帆
友不多，现在随着玩帆门槛的降低，发烧
友逐渐多了起来。”他说。

吕旸说，10年前一条好的帆板要好
几万元，当时国内厂家很少生产帆板，绝
大部分都靠进口。现在，帆板脱掉了奢
侈品的帽子，国内一些厂家看准了这个
大有前景的市场，开发和研制出了针对
业余发烧友的帆板。“便宜的一块板大约
1万元，稍微好一些的3万元。”他说。海
口资深帆板玩家张宪进说，10年前海口
喜欢玩帆的大都是一些高收入人群，现
在，普通打工一族也能驾帆在海上“遛一
遛”。

相对于高尔夫球和网球埋头苦练数
月甚至数年才能参加比赛相比，帆板运
动入门快，当然前提是一定要会游泳。
张华说：“一般来说初学者学3次就能基
本掌握帆板技术，可以下海了。一旦你

有过一次下海的经历，你就像中了蓝色
鸦片瘾一样，欲罢不能。”在海口假日海
滩成立了3家帆板俱乐部，专门培训入
学者。俱乐部的收费并不贵，下海一次
在100元左右。张华建议初学者不要驾
驶竞赛型帆板，这类型帆板板小、速度
快，普通人不易掌握。休闲型帆板适合
初学者入门，它板大、帆小，容易操控。

海口是玩帆板的好地方

每年冬天，在海口西秀海滩的海面
上，国内的几百位专业帆船帆板选手便
会云集这里，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冬训。
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业余爱好者也在这
片海面上驾帆。“在西秀海滩下海玩帆上
岸后晒晒太阳、喝个椰子水，真是人生一
大享受。我和我的几个伙伴为了能在海
口踏踏实实地玩帆，专门在海口买了房

子。”一名山东帆友说。
海口西秀海滩海面的风非常适合帆

板运动。张华说，特别是在冬季，外省帆
友的数量有时候比海南本地的还多。东
北和北京的帆友特别喜欢来海南驾驶帆
板。一名上海的帆友说，他这些年玩遍
了国内的水域，最终感觉还是海口西秀
海滩海域玩得最舒服。他说，海南的帆
友太幸福了，守着这么大一片海域，一年
四季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玩帆，不像在北
方，冬天海水刺骨的冷，没法下海。

省帆板队的教练透露，香港每年都
有一批帆友定期来海口玩帆，一玩至少
一星期。海口西秀海滩的海况是吸引他
们来的主要原因，因为西秀海滩向岸的
风和离岸的风非常适宜，不会莫名其妙
地把你吹远，也不会几天没有风。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国际旅游岛帆板赛在海口举行，省外帆友对西秀海滩海域的环境赞不绝口——

为更好玩帆，他们在海口买房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中国足协
业余联赛4大区赛日前全部结束，全
国总决赛将于下月15日在海口举行，
一共12支球队参加，其中包括海口海
汉队。

今年中国足协业余联赛大区赛共
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赛区，每
个赛区的前3名出线。在业余联赛俱
乐部准入制度上，严格按照中国足协
章程进行要求，一是所有参赛俱乐部
都必须经过省市业余联赛获得冠军，
二是参赛球队必须在工商或者民政部
门注册的俱乐部。在足球发展大背景
下，各地俱乐部都开始筹备进入职业
联赛，这也让本届全国业余联赛的竞
争十分激烈。

东南赛区的前三名分别是江苏
东吴、海口海汉、深圳人人。西北赛
区，武汉有两支队伍突围拿到总决赛
入场券。武汉新纪元为冲击乙级联
赛，将武汉宏兴的整个班底请到新纪
元，夺得西北区冠军。山西龙城至
盛、武汉宏兴分获二三名，也得以出
线。西南赛区，由1997年和 1998年
出生的球员组成的四川玖玖爱获得
冠军。柳州远道、昆明佳仕景分获二
三名，晋级总决赛。东北赛区，大连
龙卷风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庄毅
带领的沈阳城市建设以一支中甲队
为班底组建，但还是不敌大连龙卷
风，获亚军。长春申华获得第三，也
顺利进军总决赛。

中国足协业余联赛大区赛结束

12队下月海口角逐总决赛
阿尔巴尼亚队
首次晋级欧锦赛

10月11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
2016年法国欧锦赛预选赛中，阿尔
巴尼亚队客场以3：0战胜亚美尼亚
队，晋级欧锦赛决赛圈。

图为阿尔巴尼亚队球员庆祝
胜利。 新华社发

海南桥牌公开赛结束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苏庆明）经过4

天激烈角逐，总奖金达30万元的第七届“海航杯”
海南桥牌公开赛于10月11日在三亚落幕。于易
队、老友队、北京世纪畅达队分获比赛一至三名。

该赛事已被国内桥牌界公认为一项全国性较
具规模、区域分布广泛、运动员等级水平高、组委
会能力强的国内高水准精品赛事。本届比赛吸引
了全国各地58支队伍参加，集结了伍少红、王礼
萍、林亚夫等多位名手。

11名中国金花无缘
天津女网公开赛正赛

据新华社天津 10 月 12 日电 （记者张泽
伟）女子网球协会（WTA）天津公开赛12日迎
来最后一轮资格赛的争夺，中国选手杨钊煊、鲁
晶晶先后输给了乌克兰的基切诺克姐妹，无缘
正赛，这意味着11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中全军
覆没。

由于没有中国选手从资格赛中突围，因此，参
加本次比赛正赛的中国选手依然是郑赛赛、王蔷、
段莹莹、刘方舟、韩馨蕴、张宇璇六人。

聂卫平止步
中国棋王争霸赛首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第11届中国
围棋棋王争霸赛12日在中国棋院开枰，特邀参赛
的老将聂卫平九段负于孟泰龄，止步首轮。

老将聂卫平如今难得出现在国内棋战中，他
的亮相照例吸引了不少眼球。序盘阶段，执白的
聂卫平就在左边的战斗中就吃了些亏。此后，黑
棋一直把握住局势的主动权。虽然白棋打入右下
黑阵活出一块，但是左下大龙却被对方“劫”杀。
至169手，黑棋中盘获胜。

全国乒球锦标赛落幕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12日电（记者王君宝）

2015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12日在哈尔滨落下帷
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上海队、山西队分别获
得男女团体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