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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1016）

受委托，定于2015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依法
公开拍卖以下资产：1、乐东黎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位于乐东县抱
由镇乐祥西路北侧的宿舍经济适用房一层246.10平方米商铺，参考
价：14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28万元。2、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的志仲粮食收储所保国站2175.60平方
米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容积率≤1.5，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30
米，绿地率≥20%。参考价：217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44万元。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12日下午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
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标的展示
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2日下午16时止。标的展示地
点：标的所在地。地址：海口市蓝天路33号京航大厦1611房。联系
电话：（0898）65308910 65308912

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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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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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2015年11月13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
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查
询和购买《澄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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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
11月16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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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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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价
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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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款不含
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佣
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电话：0898-67629052、67629310、65303602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16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310-1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青龙路B段道路南侧

面积（公顷）

0.6747

使用年限

70年

用途
城镇住
宅用地

容积率

>1.0且≤2.0
建筑密度

≤25%
绿化率

≥35%
起始价(万元)

1130

保证金(万元)

700

备注
城镇住宅用地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用地不低于住宅用地供应面积的70%。

通 知
以下房产认购人于2010年预购保亭县二环路山语泉房产，因至

今未联系上认购客户来办理购房手续，特此登报通知，请认购客户在
登报之日起15日内持《商品房预购协议书》及有效证件到山语泉营销
中心办理购房手续，逾期不办理，将按《商品房预购协议书》的相关条
款处理。预购人名单如下：卜骏 房号：1#702 协议书编号：
0000316; 刘晓钢 房号：1#805 协议书编号：0000077; 杜荣 房
号：1#1102 协议书编号：0000504; 郭晓芳 房号：5#404 协议书
编号：0000451; 金建学 房号：5#609 协议书编号：0000484; 邵
菲菲 房号：5#703 协议书编号：0000469; 张灵丹 房号：5#709
协议书编号：0000442; 李鸿雁 房号：5#908 协议书编号：
0000429; 安陆生 房号：6#307 协议书编号：0000421; 郭泽越
房号：6#407 协议书编号：0000425; 李娟 房号：6#510 协议书
编号：0000276; 杨君 房号：6#607 协议书编号：0000398; 李佩
霞 房号：2#608 协议书编号：0000184; 郑克非 房号：5#701
协议书编号：0000344; 翁桂明 房号：5#806 协议书编号：
0000481; 肖聪 房号：5#808 协议书编号：0000482; 毛兰荣
房号：2#205 协议书编号：0000171 房号：2#405 协议书编号：
0000169; 肖琼燕 房号:5#204 协议书编号：0000476 房号:6#
606 协议书编号:0000471; 李庭光 房号:6#305 协议书编号:
0000475 房号:6#806 协议书编号:0000480

三亚嘉源置业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09日

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2015-2016）长滨路等六条综合管廊施工总承包

监理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2015-2016）长

滨路等六条综合管廊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
招标人为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对本项目
施工总承包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为长滨路、海涛西路、长秀大道西、长滨十七街，海

秀路、天翔路等6 路（总长约11.08公里），总投资约7亿元；暂定
总工期约365日历天，缺陷责任期730日历天。监理费招标最
高控制价1044万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具备市政公用工程
甲级监理资质和建筑工程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

3.2本工程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
5. 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5年

11月5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3楼(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

6. 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联系人：彭先生
邮 编：100048
电 话：010-68733372、18689604112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2号

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2015-2016）长滨路等六条综合管廊标段

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2015-2016）长

滨路等六条综合管廊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
招标人为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的为长滨路、海涛西路、长秀大道西、长滨十七街，

海秀路、天翔路等6条地下综合管廊（总长约11.08公里），本项
目招标控制价：703494812.41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并同时具备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近三
年内完成的（1）完成至少一项合同金额7亿元以上的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业绩；（2）至少一项在建或竣工的地下综合管廊或地铁施
工业绩。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5年

11月5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3 楼(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

6.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联系人：彭先生
电 话：010-68733372、18689604112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2号

送达《闲置土地处置认定书》公告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和《海南省

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的有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
依法对下列宗地送达《闲置土地处置认定书》（详见海南省乐东黎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http://ledong.hainan.gov.cn），认定为闲
置土地，且闲置原因为企业原因，我局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因
无法直接送达相关用地单位，现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

用地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可在本告知书送达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申辩及听证申请，并附相关
电子材料文件。我局将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依法组织听证。
逾期未提交申辩及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
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85523278）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16日

序号

1

2

土地使用权人

海南亚特实业开发公司

苏州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

土地位置

黄流镇龙腾湾

尖峰镇岭头村

土地面积

11.2667

66.3333

土地证号

黄流国用（1993）字第469号

尖峰国用（92）字第418号

联合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9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执恢字第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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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叁家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海
南省华侨友谊公司在海南百友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60%股权进行
公开拍卖。参考价：10888万元，竞买保证金：2000万元。现将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海南

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4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1月2日17:0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094。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94号（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联拍机构：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6305012 13876355557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20层
联拍机构：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21736 13648621010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楼整层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公 告
澄迈昌明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1995年7月24日，我村民委员会经加乐镇人民政府批准与
贵公司签订《租赁蜂窝岭合同书》，租赁期限为二十五年，并约定
在矿场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每年上缴加乐镇政府人民币壹万元，
租赁费直接汇入加乐镇北统管理账户（现北统村民委员会）。但
贵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且我村民委员会无法与贵公司取
得联系，特此公告。望贵公司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与我
村民委员会联系，商讨《租赁蜂窝岭合同书》履行或解除事宜，否
则视为贵公司自愿与我管理区解除《租赁蜂窝岭合同书》。

特此公告！
澄迈县加乐镇北统村民委员会

二O一五年十月十一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上海容基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概况：长流十号路项目。位于海口市粤海大
道东侧，南起椰海大道，北至南海大道，全长约1544米，规划宽42米，为
城市次干道。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和
绿化工程等。项目总投资 17090.20 万元，监理招标控制价为
1932713.34元。工期240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
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或以上资质，业绩
要求为2012年1月至今监理的市政道路工程单项合同合同额达120万
元（含）以上，总监要求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
理工程师，且无在施项目中担任项目总监。投标人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
在地或单位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
拟派担任本项目的项目总监有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2015年10月16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
500元/本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投标文件的递
交：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南省海甸五西路28
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开标大厅。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联系方式：刘先生68507299。

《文昌市城市消防规划》
（2013-2030年）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为实现文昌市消防事业的发展与城市建设发展同步，以促进城

市安全、健康地发展，特编制本规划。文昌市范围内各类涉及消防
安全的详细规划编制与城乡开发建设必须遵循本规划。本次规划
范围为文昌市域行政区范围，总面积约2459平方公里。重点规划
范围为中心城区，包括文城组团、八门湾组团和清澜组团。面积
84.12平方公里。同时对文昌市市域范围内的辅中心城镇、航天城、
一般村镇、农场、森林、水上消防作出总体要求，提出原则性规定。
规划方案已通过文昌市规划委员会审议，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5年10月16日至11月15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规划网。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501087276@QQ.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公安消防支队，邮政编码：5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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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99181，联系人：吴健。

文昌市公安消防支队
2015年10月16日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3轮的比赛，2015年中国业余
高尔夫球巡回赛南京站总决赛今天结束
比赛。海南球手大放异彩，包揽了男女
子组总杆冠军。

海南队罗学文以 3轮总成绩 210
杆获得了男子组总杆冠军。在女子组
角逐中，海南队张若兮第三轮打出的

67杆，后来居上，以214杆的成绩赢得
了自己业巡赛首个冠军。作为业余球
手，张若兮凭借这个冠军获得“三亚女
子职业公开赛”的参赛资格。海南队的
张芸杰以215杆的成绩，获得了女子组
总杆亚军。

第3轮的比赛进行得很激烈，罗学
文开场后打得并不出色，他说：“刚开始

可以说好像‘睡着’了一样，一直抓不到
鸟。”同组的对手梁恩旗在决赛轮的表现
也毫不逊色。在男子组后9洞的比赛
中，成了罗学文与梁恩旗之争。在第14
号洞时，罗学文看到梁恩旗追赶上来，他
说：“我开始紧张了，这个洞推了三推吞
下柏忌。”但是已经是业巡赛赛场老将的
罗学文并没有乱了阵脚，在接下来4个

洞攻果岭的那一杆发挥稳定，有两个洞
抓了两只鸟，对手梁恩旗在最后的4个
洞没能抓住机会，最终罗学文（-6）的总
成绩领先3杆获得总决赛冠军。

女子组决赛轮的竞争不亚于男子
组。全场都聚焦在海南队张芸杰这一
冠军组上，张芸杰刚出发的三个洞便
连吞三个柏忌。尽管她最后逐渐找到

了状态，但还是一杆之差输给队友张
若兮。

张若兮、潘善和郭婉仪在决赛轮比
赛中发挥出色，张若兮3轮分别打出了
75杆、71杆、67杆，成绩越来越好。张
若兮说：“我今天的推杆非常好，无论远
近我大都是一推就进洞，甚至有两三个

‘死鸟’球都推进去。”

中国高球业巡南京站总决赛收杆

海南球手包揽男女总杆冠军

■ 新华社记者 郑昕

这是一次属于射手荣耀的欧锦赛
预选赛，这也会成为一次后防球员每每
回忆起便心有余悸的欧锦赛预选赛。
欧洲顶尖的火枪手们在强队弱旅面前
都释放出强大火力，改写了一个又一个

“射手王”的纪录，也让人们对2016年
正赛时各路“神兵利器”齐上阵有了更
多憧憬。

欧预赛“射手王”莱万多夫斯基

近两个月的莱万多夫斯基，状态已
经从“爆棚”提升到“神奇”，且不说在俱
乐部9分钟内攻入5球的神迹，在国家队
中他也成为波兰队从欧预赛小组突围的
最大功臣。与德国同在D组的上届东道
主能够小组出线并不令人意外，但是10
轮战罢仅比德国队少1分屈居次席，特
别是长期“卧底”德甲的莱万领衔波兰锋
线，进球数竟然还要多出9个。

去年9月预选赛首战对阵直布罗
陀队就上演“大四喜”的莱万，直到今年
6月才重新在国家队比赛中“苏醒”，却
已是势不可当，在近5场预选赛中打进
9球，并以13球的成绩追平了北爱尔兰
球员希利保持的单届欧预赛“射手王”

纪录。预选赛中25次尝试射门就有13
球进账，精湛的射术与凶悍的对抗能力
让他成为当下足坛最全面的中锋。
2012年欧锦赛成名的莱万，在又一届
欧锦赛到来之时，将在28岁的黄金年
龄向着巨星之路迈进。

英格兰历史“射手王”鲁尼

“三狮军团”以10战全胜的战绩轻
松度过小组赛，情理之中是因为小组中
确实缺少强队挑战，意料之外则是以往
总是掉链子的英格兰队没有自乱阵
脚。这样的稳定性，来自于老帅霍奇森
更为坚定的防守反击战术，也来自于鲁
尼担纲主力前锋线高效的得分。随着

“双德”、特里等人淡出，鲁尼接班“狮
王”的日子里，到目前为止算是超额完
成任务，还顺带在今年9月与瑞士队的
比赛中以50球超越博比查尔顿，成为
英格兰队队史射手王。

2004年在欧锦赛上技惊四座的鲁
尼，虽然在俱乐部中的位置已距离球门
越来越远，但是在英格兰队，要承担前
场组织进攻与攻城拔寨的双重使命。
本次预选赛射手榜上，8场比赛攻入7
球的鲁尼落后于莱万多夫斯基、托马
斯·穆勒等人，但在他的牵制下英格兰

队的总进球达到31个，仅次于33球的
波兰。

欧锦赛总“射手王”C罗

平心而论，C罗在本次预选赛中参
赛6场只打入5球，这在他参加的大小
赛事中进球率也只是中等，但是年过
30的葡萄牙人显然学会了何时雪中送
炭。他在预选赛中的每一次“救驾”，
都把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出
局后岌岌可危的葡萄牙队带回到胜利
的节奏。

从第二轮伤愈复出的他连续两场
进球，葡萄牙都以1：0的结果分别拿下
丹麦与亚美尼亚。两连胜作保让中途
接手的桑托斯坐稳帅位，也让因伤病缺
席多场国家队比赛的C罗，有精力在今
年以来连创个人的多项进球纪录。在
与亚美尼亚队的次回合较量完成“帽子
戏法”后，C罗将国家队进球纪录刷新
至55球，也以26球加冕欧锦赛预选赛
加正赛阶段的总射手王。

（据新华社西安10月15日电）

见证“射手王”时刻
——欧洲足球锦标赛预赛球员大盘点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天激

烈的角逐，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省高
协联合主办的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
巡回赛文昌站比赛近日在文昌高尔夫
球会收杆。

此站赛事着重培养小球手们的高尔
夫礼仪与团队协作精神，传播健康、积
极、正面、负责的人生态度，让他们在比
赛过程中不仅锻炼了球技，也领悟人生
真谛。小球手们在球场上表现突出，打
出了一场精彩的高尔夫球赛事。获得各
组冠军的分别是男子A组吴祖昕（159
杆）、男子B组李林强（159杆）、男子D

组刘恩骅（151杆），获得男子D组亚军
和季军的分别是符隽豪（168杆）、李嘉
伟（174杆）。获得女子A组前三名的分
别是张若兮（148杆）、孟霖（152杆）潘
洁红（167杆）。获得女子D组前三名的
分别是李嘉赢（153 杆）、张隽源（161
杆）、陶艺文（201杆）。

2015年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
回赛定位为与国际赛事接轨的青少年公
益赛事，旨在培养更多本土青少年高尔
夫球爱好者，挖掘更多优秀苗子。同时，
通过每年全岛12站连续赛事推动青少
年高尔夫球文化普及。

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文昌站结束
吴祖昕获男子A组冠军

天津网球公开赛

段莹莹逆转进八强
新华社天津 10 月 15 日电（记者张泽伟）

WTA天津公开赛15日结束女单第二轮的争夺，
中国金花段莹莹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两盘淘
汰资格赛选手柳·基切诺克，晋级八强，她也成为
女单八强中唯一的中国选手。

基切诺克在首盘抢得先机，率先在第三局实
现破发。调整状态的段莹莹在第六局实现了回
破，将比分扳为3：3。此后双方互保发球局，将比
赛拖入抢七，基切诺克在局首和局末连续得分，在
抢七中以7：5胜出。

第二盘，段莹莹开始发挥自己身高力大的优
势，大力拼发球，逐渐掌控了比赛，很快以6：2赢
下该盘。第三盘，双方状态都出现了一定的起伏，
一度互破发球局。关键的第九局，基切诺克连丢
4分被破发，以4：5落后。段莹莹抓住机会，在自
己的发球胜赛局连得4分，成功保发的同时，以6：
4赢得比赛。

由于另一位进入十六强的中国选手王蔷输给
了赛会2号种子A·拉德万斯卡，因此段莹莹成为
了天津公开赛八强中唯一的中国选手，她表示有
信心在家门口夺冠，关键是要做好自己，争取每一
分球，“在天津父老乡亲面前打球，感觉特别有自
信，”她说。

段莹莹八强中的对手将是黑山选手科维妮
奇，后者在15日以6：2、5：7、6：1淘汰了赛会6号
种子、巴西人佩雷拉。

高雷雷复出征战西乙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汪涌）已退

役4年多的原北京国安足球队前锋高雷雷日前复
出，加盟西班牙乙级联赛科内亚队。

新华社记者15日联系上刚刚从西班牙签约
后，抵达英国伦敦的高雷雷。虽然已是当地时间
深夜，但是高雷雷还是及时通过微信回答了记者
提出的相关问题。

高雷雷透露，能够重新回到球场很高兴，希望
在这家俱乐部结束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高雷雷
还表示，他将于11月初回到国内举办一场正式的
新闻发布会，届时除了邀请相关媒体出席外，还将
邀请他以教练员兼球员身份加盟的首都媒体足球
联队（业余队）的全体成员参加。

15日，高雷雷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如下感言：
“离开足球后，做过餐厅老板，刷过盘子，当过大厨，
跑了14个马拉松，被人称作‘慈善家’，而足球深深
地藏到了箱底儿，甚至掩盖自己曾经最骄傲的球员
身份，因为在中国，足球这职业并不被称颂。”

高雷雷系原北京国安队前锋，离开国安后相
继到澳大利亚、芬兰、美国等地踢球，2011年曾宣
布退役。

莱万多夫斯基火力十足。

获奖选手赛后合影。 小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