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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海秀棚户区改造及配套项目（龙华地块二）。二、
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
滨涯路南侧。新建4栋(7个单元)，地上14-23层/地下1层，总建
筑面积 72221.09m2，其中地上 60243.05m2/地下 11978.04m2。
招标范围：施工标为土建、装修、水电设备安装及小区配套工程施
工等(即发包人确认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中的内容)，具体事宜
以施工合同为准；监理标为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四、投标
人资格要求：施工标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项
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监理标具备房
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总监要求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
家注册监理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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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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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15970，招标代理68539829。

招标公告

分担出口风险
保障收汇安全

联系方式：020-37198097；020-37198080
gzywc@sinosure.com.cn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24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1月15日下午15时30分在我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1、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江北路街区改造工程23-
26、32、39-42、50、58、59、76-78号铺面，参考价：90万元/套；2、临高
县临城镇新医院1号楼、2号楼铺面其中1号楼的10-17号；2号楼的
2-4、13-18号，每套约100 m2，参考价：6500元/ m2）。

二、江北东路街区改造工程五栋连体别墅：参考价：4000元/m2，
每栋约275 m2以办理房产证为准。

三、展示时间和地点：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月14日于标的物所
在地展示。

四、报名和注意事项（详情请到我公司咨询）：整体购买铺面8套以
上优先，无人购买的，逐套进行拍卖，成交后首付款30%，其余款项无条
件配合委托方办理按揭手续。有意购买者应于2016年1月13日下午
15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交款账户：户名：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金贸支
行；账号：2201020919200027038）人民币20万元/每套。

五、拍卖地点：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六、咨询、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

联系电话：0898-31650777 15008032565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依法拍卖：

位于海南博鳌山钦湾6号公寓楼172户公寓式住宅房产，参考建
筑面积约从53.7-134.7平方米不等，参考价从21.84-64.84万元。展
样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拍卖时间：2016年1月19日上午10时；拍
卖地点：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公司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长
安东路169号；咨询电话：15304547833、13045439500；注：拍卖标的
面积仅供参考,以标的物现状为准，详细资料到我公司索取。竞买人一
经参加竞买，即视为同意拍卖标的的权属、现状及瑕疵；欲参加竞买者
请携带相关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缴纳凭证，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截止到2016年1月18日下午3时。

黑龙江中佳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0701地块规划调整公示启事

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解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办案和专业技术用房
及其配套项目建设用地选址问题，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正按程序开
展《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701地块规划修改。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2月16日）。2、公示地
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
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
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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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标车淘汰财政补贴申请工作流程

财政补贴业务咨询及业务办理单位及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高惜金 62830986

市商务局 符传阳 62923374
市财政局 林晶晶 62817273
市交警大队 文海宁 62822957

业务办理：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
联系人：文彤辉 咨询电话：13876928603

琼海市人民政府
2015年12月11日

车辆类型

1.35升及以上排量轿车

1升-1.35升排量轿车

1升及以下排量轿车、专
业作业车

微型载客（不含轿车）

小型载客（不含轿车）

中型载客

大型载客

微型载货

轻型载货

中型载货

重型载货

2015年补
贴资金单价
（元/辆）

18000

10000

6000

5000

7000

11000

18000

6000

9000

13000

18000

2016年补
贴资金单价
（元/辆）

16000

9000

5000

4000

6000

10000

16000

5000

8000

12000

16000

2017年补
贴资金单价
（元/辆）

14000

8000

4500

3500

5500

9000

14000

4500

7000

11000

14000

琼海市提前淘汰黄标车财政补贴公告
各广大车主：

我市提前淘汰黄标车财政补贴工作现已启动，详细内容见琼海市人
民政府网。

提前淘汰黄标车财政补贴标准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市增加学位新建、改扩建10+2项目（海口市琼山区

第九小学教学、宿舍综合楼）。二、招标人：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项目概况：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铁桥社区冯村，新建1栋教
学、宿舍综合楼，地上6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8573.97m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8204.57m2，地下建筑面积369.40m2。招标范围：施工标为土
建、水电安装及配套工程等施工(即发包人确认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
单中的内容)，具体事宜以施工合同为准；监理标为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
程监理。四、投标人资格要求：施工标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
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监
理标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质，总监要求房屋建筑工程
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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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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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15970，招标代理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公
兵）中国足协30日在官网发布《关于承
办 2023 年亚足联亚洲杯的意见征求
函》，称中国足协计划申办，并根据申办
的相关流程与时限要求，向各有关会员
协会征集承办意向。

2023年亚洲杯拟于当年6月或7月
举行，赛事约30天。共24支球队参赛，

分成6个小组（每小组4支队伍）进行小
组单循环比赛。淘汰赛包括16进8比
赛，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共51场
赛事。

比赛至少需要6个办赛城市和至少
8个比赛球场。小组赛、16进 8比赛、
1／4决赛的体育场要求观众容量不低
于2.5万人；揭幕战、半决赛和决赛的体

育场观众容量不低于4万人。球场应有
足够的多功能房间可满足竞赛管理、媒
体／电视和市场活动使用。各赛区主要
负担当地交通、安保、场租、考察、硬件改
造、竞赛组织运行等费用。

赛事全部商务权益归亚足联所有，
门票销售权益归中国足协所有，各赛区
享有部分门票收入分成。

根据亚足联公布的申办时间要求，
如有意承办，会员协会须在2016年2月
29日前向中国足协提交会员协会申办意
向函和承办城市体育局出具的承办意向
函，3月20日前提交承办城市所在省（含
直辖市）体育局出具的同意承办批复函。

2016年4月至12月，中国足协将按
亚足联的申办要求组织具体申办评审工

作，并报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务院批准。
此前中国仅在2004年举办过亚洲

杯，当时中国队获得亚军，这也是国足在
亚洲杯上的最好成绩。2013年，中国足
协曾计划申办2019年亚洲杯，并有多家
会员协会提出承办意向，但因受到当年
国足1：5惨败给泰国队等因素影响，最
终放弃申办。

中国足协拟申办2023年亚洲杯

■ 阿成

北京时间30日凌晨，英超第19轮
榜首争夺战莱斯特城战平曼城。阿森
纳渔翁得利，以净胜球优势夺得半程
冠军，也即年终冠军，以领头羊的身份
迈入2016年。

阿森纳阔别英超冠军已逾11
载，本赛季，英超多支豪门球队
陷入低谷，给了枪手重夺冠军
的良机。卫冕冠军切尔西一
度濒临降级区，炒了穆帅后战
绩稍有起色，但也比起去年同
期少积了27分；曼联已经六轮

不胜，范加尔风雨飘摇；利物浦
在中游晃荡不死不活；曼城虽然

只落后枪手3分位居积分榜第三，
但他们前 18 轮输了 5 场。因此，英

格兰足球圈不少名宿都看好表现最
为稳定的阿森纳夺冠。

年终冠军不算什么荣誉，但可
是个好彩头。历史数据显示，最近
6 个赛季，有 5 支年终冠军最终夺

魁。内外形势大优，历史数据支持，温
格若不能率枪手夺冠，用名宿费迪南
德的话说：“必须要拿皮鞋抽他们。”

但凡事总有例外，特别是对于爱
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枪手，你不由得
担心他们这一次又要放空枪。最近6
个赛季，最终丢掉冠军的那支年终冠
军，正是阿森纳。2013-2014赛季，阿
森纳也是在年终时排名第一，但在
2014年后劲不足，被曼城后来居上抢
走冠军。吊诡的是，如今对阿森纳夺
冠威胁最大的，正是曼城。

莱斯特城是本赛季最大的黑马，
这支上赛季艰难保级的球队，本赛季
一路冲杀至榜首，并在榜首位置上呆
了四周，如今也只是以净胜球的微弱
优势排在枪手之后。但联赛是漫长的
消耗战，人们不看好平民球队一黑到
底，主要理由是阵容厚度不足以应付
艰苦的征程。莱斯特城最近两轮遭遇
传统强队利物浦和曼城，连丢5分，似
乎正在验证这种观点。

曼城则不同，他们虽然深受伤

病困扰，但有足够的兵力补充。要
知道，他们的替补都比平民球队的
核心球星贵。而且，伤员总有伤愈
归队的时候。枪手本赛季也遭受伤
病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让温格在
排兵布阵时捉襟见肘，但他们还是
挺过来了。虽然切尔西和曼联本赛
季不幸沦落，但还有阿森纳和曼城
捍卫豪门的尊严。

枪手和曼城如今都有急待解决
的问题，枪手锋线火力不足，只能依
靠不太稳定的吉鲁；曼城则防线不
稳，特别是孔帕尼受伤后，几乎场场
丢球。据说，枪手要在冬窗期引进前
锋。也许，转会冬窗期的“进补”或阵
容变化，会给争霸带来变数。此外，
曼城本赛季客场
战绩很差，客场虫
是 很 难 夺 冠 的 。
而对于爱掉链子
的枪手来说，他们
的坚韧度再次面
临考验。

枪手这次别又放空枪

大
侃
台

■ NBA常规赛前瞻

勇士也受伤病困扰
开季24连胜终止并没有让勇士队士气受挫，反而

让他们卸下包袱，开始新一波连胜。29日击败国王
后，勇士战绩为29胜1负，创下史上前30场的最佳战
绩。接下来，勇士将开启德州客场背靠背之旅，而此
时，球队健康状况出现些问题。

北京时间31日，勇士战小牛。据报道，在周二夜晚
的备战中，勇士只有八名球员能健康地参加赛前训练。
库里在与国王队一战又有惊人表现，拿到三双。不过他
在比赛中腿部受伤，虽然库里自认为伤势无碍，但教练组
有可能会安排他轮休。此外，埃泽利，格林和利文斯顿都
没有参加周二的日常训练，而选择休息或进行治疗。

勇士本赛季能创下惊人的连胜纪录，球员能保持
健康是重要原因。但经过连场征战，伤病也慢慢侵袭
勇士，此前，巴恩斯和巴博萨已在养伤。好消息是，巴
恩斯已接近复出。

小牛已经拿到3连胜，阵中除了德隆因为腿筋伤势缺
席过去3场比赛外，其他主要战将近况颇佳，即使面对强大
的勇士，他们也要借助主场之利阻击强敌。 ■ 林永成

海口美视会员杯
高球总决赛收杆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口美视
高尔夫球会2015年终会员杯总决赛昨天收杆。100
多名会员及嘉宾参加了比赛，陈顾新获得总杆冠军。

获得净杆前3名的分别陈丽华、符松和吴畔安。女
子组最近洞奖、女子组最远杆奖、男子组最近洞奖和男子
组最远杆奖分别由廖凤梅、陈新、黄爱群和黄建文获得。

海口美视高尔夫球会是省内为数不多的坚持举办
会员杯比赛的球会。本次比赛由海口清枫高尔夫有限
公司，名品世家（北京）酒业连锁有限公司，以及一杆进
洞赞助商“讴歌汽车”和“铁汉球杆”赞助。

围棋梦百合杯决赛开战

柯洁首战
不敌李世石

新华社江苏南通12月30日电（记
者王恒志）第二届Mlily梦百合杯世界
围棋公开赛五番棋决赛30日在江苏南
通打响，全年正式比赛执白不败的中国
天才少年柯洁被韩国天王李世石执黑中
盘击败，纪录作古的同时在五番棋决赛
中0：1落后。

2015年已经拿到两项世界大赛冠
军的柯洁在本年度内的正式比赛中执
白还没有输过，30日首局猜先，柯洁
又猜到了白棋。李世石在布局阶段就
频频长考，第一步都思考良久才落子，
显然韩国天王十分慎重，而且他的选
择也尽量追求新的变化，其中一手棋
还被研究室的俞斌笑言“从没人这么
下过”。

和李世石的谨慎相比，年仅18岁
的柯洁布局阶段几乎是落子如飞。这
盘棋的前半段柯洁步调不错，研究室
的高手们也认为白棋要占优。不过下
午序盘后李世石在右侧和中腹不断蚕
食柯洁的优势局面，赛后研究室内的
聂卫平、俞斌、常昊等高手都认为柯洁
没有在中腹的战斗中强硬到底或许是
整盘棋的转折点。柯洁在右下的白棋
基本不活的情况下希望围剿左侧黑
龙，但也未能如愿，至143手，柯洁投
子认输。

两人随后进行了简短的复盘，并
没有接受采访。梦百合杯决赛是五番
棋制，双方第二局较量将于31日继续
在南通进行，后面的比赛将移师如皋
举行。

据新华社伦敦12月29日电（记者王
子江）本赛季最大的黑马莱斯特城29日
在主场以0：0与曼城战平，从而因净胜球
劣势将半程冠军的荣誉让给了阿森纳。

阿森纳前一天击败伯恩茅斯后，以
1分的优势跃居榜首。莱斯特尽管从曼

城身上取得了宝贵的1分，与阿森纳同
积39分，但因为净胜球少3个，在19轮
过后排在第二。本轮过后，英超本赛季
正好进行了一半。

曼城36分位居第三，热刺队积35
分排在第四。

莱斯特城0：0战平曼城

阿森纳
获半程冠军

莱斯特城队球员乌
罗阿（右）和曼城队球员
奥塔门迪（左）在比赛中
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