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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旅文体中心施工项目已于2015年11月30日上午8：30在

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

会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5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日）3个工

作日内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办投诉或举报，电话：
0898-68724550。

招标人：海口海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四川坤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琼山中学大门西侧铺面07号
琼山中学大门西侧铺面09号
琼山中学大门西侧铺面10号
琼山中学大门西侧铺面11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1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2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3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4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5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6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7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8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09号
琼山中学后门铺面10号

室内面积（m2）
首层
112.05
22.15
22.05
21.86
20.69
24.70
25.14
25.14
24.77
50.20
17.81
17.81
23.12
30.19

二层
146.83
28.59
28.96
29.13
30.24
28.37
28.09
28.05
28.61
57.54
21.48
21.48
31.92
36.00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200765
39531
39532
39342
27120
30521
30876
30867
30646
62002
22253
22253
29856
37623

保证金
(万元)
25
5
5
5
4
4
4
4
4
8
4
4
4
4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11HN0120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海口市文庄路10号琼山中学大门西侧4间铺
面及后门10间铺面，详见下表：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
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
铺面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

2、原承租方（指原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方）在
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承租权，该优先承租权行使方
法为：原承租方应办理报名手续、缴纳保证金，取得
竞租资格并参与网络动态报价，在竞价过程中同等
报价下行使优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该权利。

3、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
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6%，租赁期限为五年。

4、公告期：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
14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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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五指山市辖区内一宗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五指山市
国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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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权名称

五指山市毛阳镇什行坝
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矿区拐点坐标（西安80坐标）
1、X:2094933.264 Y:37346878.942
2、X:2094841.86 Y:37347035.241
3、X:2094658.814 Y:37346983.412
4、X:2094653.069 Y:37346756.342
5、X:2094736.646 Y:37346719.289
6、X:2094769.072 Y:37346788.556

矿区
位置

五指山市
毛阳镇

矿区面积
(平方米)

54226

资源储量
(万立方米)

127.62

服务年限
(年)

10

开采标高

最低开采
标高+370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年）

11

备注

（1）服务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2）
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充抵采
矿权出让金，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
退还，不计利息。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3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3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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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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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申请。2、在五指山
市国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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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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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我省采矿权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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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提交《竞买承诺书》。5、须按要求交纳竞买保证金。6、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它要求。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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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市毛阳镇什行坝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手册》，并
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2、竞买申请时间：2015年12月
1日上午8:30至2015年12月21日下午17:00（北京时间，下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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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12 月23日8:30;
2、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1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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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工作日）；
4、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省政务服务中心

旁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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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成交后，涉及到林地、土地使用、安全生产
等有关事项，由竞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竞得人须自挂牌
成交之日起2个月内与矿区土地权益人签订合法土地租赁合同（采矿
及生产经营用地不得占用耕地），并解决矿区范围内青苗、地上附着
物的补（赔）偿问题。3、根据“谁开采，谁治理”原则，竞得人应按制定
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进行具体实施，竞得人必须
边开采边恢复治理，并负责采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开采后一年
内未对所采范围环境进行恢复的，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有权注销采
矿许可证。4、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定于2015年12月7日组织矿区
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
（地址：五指山市政府综合大楼四楼，联系电话：0898—86627840
耿先生）。5、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6、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72953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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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五指山市毛阳镇什行坝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
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
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
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海南省临高县地方税务局欠税企业公告名单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海南美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腾丰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长盛航运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友联五岳置
业有限公司
临高县渔业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临高龙津糖
业有限公司
临高县临城镇人
民政府

纳税人
识别号

460028665
127663
460028687
271703
460028620
505106
460028169
670459
460028687
290605
460028721
261526
460028008
224316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姓名

吴典

王俊杰

王日升

彭鸿彪

郑雪莲

王捍红

符一聪

证件
名称

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60028197
301012819
622723196
304243018
460028196
508091214
370103195
912204817
460028199
201030082
460028570
810001
460028197
010010055

经营地点

临高角风景
名胜区
新城商住小
区福临广场
调楼镇抱才
村
二环路东侧
君悦湾
临城镇跃进
路66号
临高县龙波
镇
临城镇临美
路

欠税税种

营业税

858906

467755

2900880

2735497

671027

企业
所得税

5301017

印花税

27354

土地
增值税

2193780

204939

1210672

土地
使用税

76643

1036329

城建税

41144

23387

145044

136774

33551

教育费
附加

26276

14032

87026

82064

20130

地方教育
费附加

16029

9355

58017

54709

13420

欠税余额

2270424

6448313

514530

4401640

1036329

3036401

738130

海南省临高县地方税务局欠税公告（2015年第一期）

联合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17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海
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三家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
开拍卖：位于琼海市加积溪头加积塘洋的证号为海国用（93）字第142
号、海国用（94）字第2号项下D-1和D—3 地块土地面积53.484亩
（35656.18m2）、D—2 地块土地面积40.353亩（26902.13m2），参考总
价：14019.9597万元，竞买保证金3000万元，整体拍卖。现将第一次拍
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 年 12月18日上午10:00。2、

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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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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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账号1009454890000213；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
字第117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净价拍卖、所有费
用 由 买 受 人 承 担 。 主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6532003
13876266829。协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51218 13519803787，协
拍卖机构电话：0898-31981199 13647576776。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501619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林
永成 王黎刚）记者从今天在海口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陵水杯”2015
年全国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赛将于12
月10日至12月13日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文体中心雅居乐体育馆举行，42支
代表队500多名选手将展开8个项目
的角逐。

全国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赛是一
项国内顶级的摔跤赛事。据悉，本届
比赛42支代表队的500多名选手来自

全国各省、市、区、解放军、各行业体
协、各体育院校以及各单列城市，其中
包括多位世界冠军、亚洲冠军，以及30
多位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冠亚军选
手。比赛设57、61、65、70、74、86、97、
125公斤级8个竞技项目，将决出8块
金牌、8块银牌、16块铜牌。

这是陵水第四次承办和冠名赞助
全国摔跤大赛。12月，陵水还将举办
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和全国羽毛球业
余俱乐部赛总决赛。三项全国性赛事

一个月内接连上演，陵水将成为12月
份海南体育的热点地区之一。

近几年，陵水借助建设国际旅
游岛这一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资源
和区域优势，突出陵水特色，找准文
化体育旅游的立足点，建立了国家
羽毛球训练基地，举办了全国摔跤
冠军赛、中华龙舟大赛、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等一批在省内外有影响力的
各类型赛事，扩大了陵水的影响力，
提高了陵水的知名度。

全国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赛
12月10日在陵水开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9日电（记
者李博闻）洛杉矶湖人队当家球星科
比·布莱恩特29日通过一家新媒体平
台“球员论坛”正式宣布，将在本赛季结
束后退役。

在一篇名为“亲爱的篮球”的文章
中，37岁的科比写道，是篮球“给了一
个六岁男孩他的湖人梦，我会因此永远
爱你”。

“但我无法再继续这样迷恋你了，
这个赛季我已倾尽所有，我的心还能承
受冲击，我的意志还能处理好磨难，但
我的身体知道，是时候说再见了。”科比
说，“不过没关系，我准备好让你走了。”

NBA总裁亚当·萧华在一份声明
中说：“17次入选全明星、五次总冠军
得主、两枚奥运会金牌以及不知疲倦的
敬业精神，科比是我们这项运动历史上
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不论是在总决
赛的大舞台还是凌晨在空无一人的球
馆一次次练习投篮，科比无条件地爱着
篮球。我和科比的球迷一起，祝贺他出
色的NBA职业生涯，并感谢他带来了
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回忆。”

科比1996年第13顺位被夏洛特黄
蜂队从高中直接选中，随后被交易至湖
人。他将自己整个20年的职业生涯全
部奉献给了湖人，分别在2000年、2001

年、2002年、2009年和2010年率领湖
人五次夺得NBA总冠军，2008年他获
得常规赛MVP，2009年和2010年获得
总决赛 MVP，并四次获得全明星赛
MVP。他目前位列NBA个人历史得分
榜第三，仅次于贾巴尔和卡尔·马龙。

在新秀赛季，科比就在全明星赛上
勇夺扣篮大赛冠军，第二个赛季就入选
全明星，一代巨星就此升起。2006年1
月22日对阵猛龙，科比单场砍下81分，
排在NBA历史单场个人得分第二高位，
仅次于张伯伦的单场100分。同时科比
也是NBA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20个赛
季效力于同一支球队的球员。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记
者李博闻）科比29日宣布本赛季结束
便退役后，社交媒体炸开了锅，众球星
纷纷第一时间发声。

科比在自己的推特账号贴出“亲爱
的篮球”的退役情诗后短短5小时，就有
了近10万条转发。作为曾和科比并肩
战斗两次夺得总冠军的好搭档，加索尔
说：“无论场上场下，我们共同经历了很
多难忘时刻，兄弟，谢谢你做的一切。”

湖人名宿“魔术师”约翰逊在接受
采访时说：“我支持科比的任何决定，但
我想，这（退役）对于他和湖人队都是好
事，湖人要学着在科比后如何重建。”

“他（科比）是最接近乔丹的球员。”
约翰逊接着说，“他对于胜利的渴望难

以置信，对于训练的投入无可比拟。这
个家伙一天24小时都围绕着篮球。他
说该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我为他感到
高兴，因为他将用自己希望的方式离
开。”

前公牛球星斯科特·皮蓬则在推特
上说：“很难最终相信科比打算挂靴
了。最伟大的冠军之一。好好享受剩
余的比赛，我的朋友。”前火箭球星巴蒂
尔则说：“科比是我遇到过的最伟大的
对手，为他能找到平静感到高兴。我不
知道我们还会不会遇到一个像他一样
的球员，好好享受后面的 66 场比赛。”
快船球星克劳福德表示，“科比走了，
NBA就变得不再一样了”。

NBA总裁亚当·萧华也特意发出

了声明，“17次入选全明星、五次总冠军
得主、两枚奥运会金牌以及不知疲倦的
敬业精神，科比是我们这项运动历史上
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不论是在总决
赛的大舞台还是凌晨在空无一人的球
馆一次次练习投篮，科比无条件地爱着
篮球。我和科比的球迷一起，祝贺他出
色的 NBA 职业生涯，并感谢他带来了
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回忆。”

当然，对于“黑曼巴”的退役决定，
也有没那么“情绪激昂”的。霍华德曾
在2012－2013赛季和科比短暂做过队
友，但最终不欢而散。当晚火箭击败尼
克斯后，有记者问霍华德是否从科比身
上学到些什么，“魔兽”笑了笑说，“下一
个问题”。

科比宣布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NBA众星回应科比退役

北京时间11月 30
日，科比宣布本赛季结
束后退役，又一位传奇
巨星的背影渐渐远离。
图为科比日前在与猛龙
队的比赛中。新华社发

海超赛第十一轮战罢

海大7球大胜东方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5年海南省男子足

球超级联赛第十一轮日前战罢，海口红色战车、澄
迈雷霆、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均在本轮拿到
3分，红色战车依然遥遥领跑积分榜。

上一轮痛击海师大后，海南大学队本轮迎来了联
赛副班长东方队，结果又取得一场大胜。海大队12
号黄日成和10号李天亮如两把尖刀刺向对手，黄日
成上演帽子戏法，李天亮梅开二度，再加上李天宇和
杨津的进球，海大队以7：0“痛宰”东方队拿到3分。

万宁长丰队与领头羊海口红色战车队之战，万宁
队锋线杀手9号唐英龙为球队进球，但球队没能抵挡
住海口红色战车10号冯本年的进球和11号马昊旻
的梅开二度，海口红色战车客场以3：1获胜。

积分榜排名第二的澄迈雷霆队客场战三亚
队。雷霆队当家球星8号吴多胜射入一球，13号
王锐、36号吴万明和38号林声太也各有一球入
账，以4：1获胜。本轮另外一场比赛，海南师范大
学在主场2：0击败儋州。

郑智落选亚洲足球先生

高拉特荣膺最佳外援
据新华社印度古尔冈11月29日电 2015年

亚足联年度颁奖典礼当地时间29日晚在印度古尔
冈举行。国脚郑智未能如愿再度当选亚洲足球先
生，不过他的俱乐部队友高拉特荣膺最佳外援称号。

现年35岁的郑智曾经于2012年和2013年
连续两年入选亚洲足球先生候选名单，并于2013
年凭借广州恒大首夺亚冠冠军而当选亚洲足球先
生。本赛季恒大再夺亚冠，郑智再度当选亚洲足
球先生的呼声也一度很高。

不过最终获得该奖项的是24岁的阿联酋新锐
艾哈迈德·卡里尔，其效力的俱乐部正是广州恒大
的亚冠决赛对手阿赫利队。卡里尔曾当选2008年
亚足联19岁以下锦标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在今年
亚冠联赛和国家队比赛中均有出色表现。

尽管郑智落选亚洲足球先生，但是恒大依旧在
当天的颁奖典礼上收获不小，不仅获得最佳俱乐部
奖项，阵中巴西前锋高拉特还获得最佳外援。

“博海争霸”CBCU国际排名赛

孙想想KO泰国拳手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博海争霸”—中国职

业拳击俱乐部联盟2015年度系列赛CBCU国际
排名赛（第六场）日前在海口博海拳击俱乐部结
束，来自国内外的10名选手参赛。经过5场激烈
比赛，拳手孙想想KO泰国拳手获胜，张成博、林
立拳、符壯位和胡亮点数获胜。

当晚5场比赛，场场精彩，选手激烈的搏击令
观众热血沸腾。其中，超人气新星孙想想与泰国
选手阿奴库尔·迪潘亚对阵的轻量级国际排名赛
成为本次比赛的压轴大戏，孙想想越打越猛，KO
迪潘亚，把现场气氛推至高潮。

据介绍，12月26日在海口市体育馆博海争霸
将迎来首条金腰带争夺战。本次赛事由海南省体
育总会、CBCU中国职业拳击俱乐部联盟主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卢
羽晨）据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30日消息：中国选手高磊、李丹在丹麦举
行的蹦床世锦赛上包揽了男、女网上个人
冠军，同时中国军团也成为唯一赢得了
男、女各两个满额奥运资格的参赛队。

奥运冠军董栋、何雯娜均无缘决
赛。根据比赛规则，每队只有两名队员
能进前八，董栋在男子网上个人半决赛
里排名第四，位于高磊和肖金雨之后，
因此无缘决赛；伤后复出的何雯娜在女
子网上个人半决赛里则出现重大失误，
仅排在第22位也无缘前八。

这是高磊首次登上世锦赛男子个
人冠军领奖台。他此次参赛的优异表
现被国际体联誉为继奥运冠军董栋、上
届世锦赛冠军涂潇之后，中国军团的又
一“新生代蹦床王子”。

在高磊之前出场的队友肖金雨虽
有失误位列第七，但所幸已闯入决赛，
也成功为中国队取得了奥运参赛资格。

在女子网上个人项目上，27岁的中
国名将李丹凭借全场最高难度分
15.000分，以总分56.600分时隔五年再
次夺冠。队友刘灵玲以55.755分获得
亚军。

中国队包揽蹦床世锦赛男女个人冠军

拿到满额奥运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