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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民二清（预）字第4号

无锡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
申请人海南（锦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你公司已于2004

年3月31日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已经解散，但至今没
有依照法律规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
进行强制清算。本院经审查认为，海南（锦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系你公司的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三条，海南（锦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出对你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并于2015年
12月9日裁定受理你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5）海中法民二清（预）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二O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招标公告
海口玉湾售楼部及样板间装修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请具有甲级资质的单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于2016年1月25日前到我司报名。

联系人：林先生、陈先生

地址：海口市民声西路8号昌炜玉园昌顺楼二层招标

中心

电话：0898-68560055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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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国
贸路32号周昌大厦第三层3-B房（证号：海房字第HKYL385375号，
建筑面积：586.87m2），参考价：632.65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现
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2月3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25层北区拍卖厅；3、标的
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2月2日17:00
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2月1日17:00前到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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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285；6、缴款
用途须填明：（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
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85002、1397673915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102期）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月29日16:00在
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南二环路“星·蓝湾”4幢
1单元 3号房 [合同编号：A00002479，建筑面积：39.51m2]参考价
12.7088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情况说明：标的物现状拍卖，相关
税费依法由各自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月28日17:00
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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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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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荣丰华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联系电
话：31355988 13322013003；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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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南联路
7号的房产（证号：海房字第HK20318号，建筑面积：666.96m2），参考价：
205.01万元，竞买保证金6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2月2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
瑞大厦A座21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16年2月1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
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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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0286；6、缴款用途处填明：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
构电话：0898-3165161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通 告

根据万宁市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海南警鑫实业发展公司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万府[2007]166号），万宁市政府以无偿
方式将海南警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兴隆旅游区兴梅大道西
侧，土地证号为万国用（93）字第825号，面积99.23亩土地使用权
收回。因土地使用权人未将土地使用权证交回我局办理注销登
记手续，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相关规定，现公告注销上述宗地万
国用（93）字第8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权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

特此通告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14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16年1月26日9：00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在海
口金贸西路3-8号汇泰大厦一楼海口农商行会议室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6年1月26日，即截止2016年1月26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关于
股权转让相关情况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我行2015年度年报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三项。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
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16年1月12
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密码：
000601，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员获取。

联系人：张女士；联系电话：68590631。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3日

公告
（2016）琼01执恢30号

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孙秀琴、郭志远、郭志铮与被
执行人倪红芳、郭晶晶、郭鑫鑫、郭淼淼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依据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琼民一终字第63
号民事调解书，本院拟依法裁定：一、将登记在郭守臣名下的位于
海口市南沙路17号昌茂花园牡丹园2幢304房过户给郭志铮所
有；二、将登记在郭守臣名下的三亚市海韵假日休闲公寓7#-
1608房过户给郭志远所有；三、将登记在郭守臣名下的位于三亚

市河西区友谊街擎天半岛1112号房过户给孙秀琴所有；四、将登
记在海南兴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沃尔沃轿车一辆（车
牌号为：琼AP1199）归郭志远所有；五、将登记在海南兴城幕墙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东风日产轩逸轿车一辆（车牌号为：琼
ACT539）归郭志铮所有；六、将登记在海南兴城幕墙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名下的中兴皮卡车一辆（车牌号为：琼AN3210）归郭志铮
所有。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及车辆权属有异议，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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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催债公告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与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

《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借款本金800
万元，已于2013年11月29日到期，目前尚拖欠本金700万元及
相应利息。我司多次催收，但下列人员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和承诺，
现进行公告：

请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我司贷款本息
及相关费用，否则我司将采取诉讼手段依法收回债权。特此公告。

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3日

借款人

抵押人、出质人

保证人

保证人

海南大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谷 峰 ，身份证号码；412301********0618

马远光，身份证号码：412301********0534

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1月29日上午10：00时在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大厅依法第二次公开拍卖：黄长沅（源）名下的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善集
路122号一幢4层商住楼中的第一层101A、101B房建筑面积共63.92平方
米的商铺，参考价88.88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瑕疵说明：与被执行人同一栋楼，需改楼梯。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 1月27日上午10时。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月27日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拍

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1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唐
隆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电话：36375711 13807631116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65328281

2015年12月30日16时43分，在三亚市天涯区铁路中路施粥铺前（市
林业局后门）路段发生一起小轿车碰撞行人致伤经送三亚市人民医院抢救
无效后死亡的一般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死者尸体至今无人认领。

死者特征：男性，年龄约 55岁，体型偏瘦，身高 153cm，短发，上身
着白色长袖衬衫，衬衫左胸口处绣有“三亚学院”标志（校徽），下身穿
黑色七分裤，足穿黑色拖鞋，身上所穿衣物陈旧，尸体现存放于海南省
三亚市人民医院太平间。

现刊登于海南日报，如有知情者请速与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事故处理大队联系，登报后三十日内无人认领的，我公安机关将依
法按无名尸处理。

联系人：梁警官、王警官
联系电话：18689715351、13807582432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01月07日

认尸启事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长流起步区2402地块监理招标

招标人：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概况：新 建 3 栋 ，总 建 筑 面 积 68199.16m2，其 中 地 上

45899.98m2，地下22299.18m2，地上2-17层/地下2层，房屋最高高

度为73 米，最大单体建筑面积为20025 m2，最大单跨跨度为11.60

米。

招标范围：工程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

工程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1月14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

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详细招标公告见海口市

建设工程信息网）联系人：梁工68662268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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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9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河东
区老干部安置区(月川社区川河路10巷3号)的整栋住宅楼[建筑面积：
373.83m2，房权证号：三土房 (1999)字第 0077 号]，拍卖参考价：
166.9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值拍卖，办理产权过户的相关税、
费由买受人承担；2、拍卖成交后，需给予现住户(被执行人)6个月的宽
限期，方便其主动腾空房屋。如被执行人拒绝腾空，则存在法院强制
执行后再予交付的过程。

报名及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月28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月28日前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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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号景瑞大厦A座23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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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月川老干区住宅楼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电话：0898-66776033 13907535506吴女士 13398975899蒙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60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XX05-01-14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

XX05-01-14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该用地
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指母村委会,用地面积为56005平方米,拟修改用地
规划性质和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1月 14日至 3月 1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http://www.qionghai.gov.cn/
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博鳌镇政府
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
0898-62828967，联系人：王先生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6年1月12日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林永成
王黎刚）第三届中国足球冬季海南秀活
动，今晚在省高级体校体育场进行最后
一场热身赛，结果海南博盈海汉队以0：3
不敌中甲球队浙江毅腾队。至此，本届
中国足球冬季海南秀活动落幕。

浙江毅腾队为中甲劲旅，其前身为哈
尔滨毅腾队，2015年赛季中甲结束后，毅
腾队从哈尔滨出走，最终落户浙江绍兴。
近日，中国足协下发公示，哈尔滨毅腾正

式更名为浙江毅腾。2014年，这支球队
还征战中超，但排名垫底从中超降入中
甲；去年，该队在中甲联赛中名列第五。

海南海汉队在去年底的中丙总决赛
中获得亚军，成功冲上乙级，成为海南首
支职业足球队。在此次中国足球冬季海
南秀活动中与中甲劲旅交锋，对海南海汉
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队伍的机会。

面对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中甲劲旅
浙江毅腾队，中乙新军海南海汉队并没

有一味死守，他们敢于投入兵力与对手
对攻。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雨天影
响了两队球员的发挥，上半段有威胁的
攻门不多。下半段，两队球员充分热身
后场上攻势渐盛，双方都创造了一些破
门机会，但都无法敲开对手的大门。上
半场以0：0收兵。

下半场第12分钟，毅腾队连续围攻
海汉队球门，站在门线上的海汉队25号
队员樊群霄情急之下用手将射向球门的

皮球挡出。裁判鸣哨判罚点球，并出示
红牌将樊群霄罚下。毅腾队29号队员
主罚点球，球打得太正被海汉队门将陈
家亮扑出。但海汉队的险情并未解除，
2分钟后，毅腾队39号队员在禁区弧顶
起脚射门，皮球挂死角入网。此后，多打
一人的毅腾队优势更为明显，再入两球
以3：0获胜。

中国足球冬季海南秀活动旨在增进
海南足球的对外交流，活跃海南本地足

球的氛围。本届活动于1月6日启幕，
在6日晚进行的首场热身赛中，海南博
盈海汉队以0：2不敌另一支中甲球队内
蒙古中优队。此外，本次中国足球冬季
海南秀还举行了与北京国安球迷见面会
等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足球协会、海南省
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办，海南省足球
协会承办，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
校和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协办。

第三届中国足球冬季海南秀活动落幕

海南海汉队0：3负于浙江毅腾队

本报讯 1月13日凌晨，中国国奥
队在奥运会预选赛首场比赛中以1：3
不敌东道主卡塔尔队。国奥队在上半
时率先进球一度领先，但下半时被对
手连扳三球。这种输球方式虽然非常
伤士气，但国奥队员们在赛后都表示：
现在远没到放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死拼后两场比赛。

后防大将石柯表示：“现在我们需
要的就是结合第一场失利好好准备后
面两场比赛，用接下来的时间把心理和
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来迎接第二场比
赛。对我们来说，必须全力以赴拼下第
二场，但这种拼也不是盲目去瞎拼，希
望大家晚上好好交流，通过后面两天时
间做好准备争取拿下比赛。”

石柯强调：“后面还有两场比赛，只
要都赢下来依旧能够小组出线，这时候
主要是调整心理和恢复身体，讲过多的
技战术（没用），技战术方面在我们来之
前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了。希望下一
场先忘掉第一场比赛，然后全队团结一
致，一定要有信心。”

为国奥队打入一球的廖力生表示：

“虽然输了第一场比赛，但我们还有出
线希望，第二场比赛肯定全力以赴去争
胜。其实今年我们与对手实力差距不
大，我们是可以拿下比赛的，所以一定
要好好总结。”

替补出场的杨超声说：“我感觉对
方除了3号球员各方面能力比我们要
强外，其他球员与我们差不多。所以我
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今天这场球
输得比较郁闷，后面还有两场比赛，还
有机会出线。”

（小袁）

U23亚洲杯

中国国奥队
遭逆转告负
北京时间13日凌晨，在U23亚

洲杯暨里约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A组
比赛中，中国国奥队以1：3被东道主
卡塔尔国奥队逆转，首战告负。中国
队上半场由廖力生任意球先破门，但
下半场被对手连入三球。A组另外一
场比赛，伊朗队以2：0战胜叙利亚队。

图为中国国奥队队员赛后黯然
离场。 新华社发

国奥队员：死拼后两场

■ NBA常规赛前瞻

战弱旅，火箭冲五连胜
近期火箭似乎又处上升期，他们已收获4连

胜。北京时间1月14日，火箭主场迎战弱旅森林
狼，有望将这一波连胜扩大至5场。

北京时间13日客场击败灰熊后，火箭不仅取
得4连胜，同时再度将胜率超越50%。球队领袖
哈登近期发挥稳定，与灰熊之战有25分、5个篮
板和5次助攻的全面表现。魔兽霍华德自复出后
在内线展现出极强的统治力，已连续两场送出两
双。与森林狼之战，摩登组合的发挥，依旧是火箭
能否获胜的关键。

森林狼近期遭遇8连败，表现令人失望。不
过，森林狼并非没有好球员，维金斯、唐斯是状元
秀，卢比奥、拉文、穆罕默德、佩科维奇等也是颇有
能力的球员，如果打顺了，这匹“狼”不好惹。最近
四场比赛，火箭队有三场失分低于95分，显然，防
守的改善是火箭赢球的重要原因。与森林狼之战，
火箭要保持防守的强度，遏制住对手打出“狼”性。

按实力和状态对比，火箭获胜的希望很大。
不过，火箭本赛季状态起伏不定，也变成“神经刀”
了，他们有不声不响连胜的时候，也往往会在被看
好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输球。此战，但愿火箭不
会掉链子。

值得一提的是，哈登职业生涯总得分已经达到
9978分，与森林狼之战，他只需要拿到22分，生涯总
得分就可以破一万分大关。不过，如果球队失利，哈
登即便得分破万恐怕也不会有好心情。 ■ 林永成

■ CBA常规赛广东险胜吉林

易建联砍48分创新高
本报讯 1月13日晚，在CBA常规赛第30轮

比赛中，广东队客场118：114险胜吉林队。易建
联得到48分，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同时也
平了本土球员本赛季的得分纪录。

吉林队4人得分上双，约什拿到38分 3个
篮板2次助攻，拉莫斯24分14个篮板，张彪18
分，崔晋铭19分；广东方面同样4人得分上双，
易建联48分11个篮板6次抢断，周鹏17分，迪
奥古 14分 12个篮板，拜纳姆 17分 9个篮板 8
次助攻。 （小新）

国际足联解除
瓦尔克秘书长职务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13日电（记
者张淼）国际足联13日发表声明称，国
际足联紧急委员会已在9日作出决定，
解除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的职务，该
决定立即生效。

声明说，瓦尔克不再是国际足联秘
书长，国际足联与瓦尔克的雇佣关系已
结束。国际足联秘书长一职由代理秘书
长马库斯·卡特纳担任。

因卷入贪腐风波，国际足联于去年
9月17日临时解除瓦尔克职务，并于10
月8日对瓦尔克实施短期“禁足令”，禁
止他参加一切形式的足球活动。

本月7日，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下
属负责裁决的部门，正式开启针对瓦尔
克的裁决程序。在国际足联正式调查报
告中，瓦尔克涉嫌违反7条国际足联规
定。道德委员会委派的调查小组建议，
对秘书长瓦尔克实施为期九年的“禁足
令”，罚款10万瑞郎。

瓦尔克从2007年起担任国际足联
秘书长，成为布拉特的“左膀右臂”。在
国际足联的涉腐案中，他涉嫌在2008年
通过国际足联将一笔来自南非的1000
万美元资金转移到时任北中美及加勒比
地区足联主席杰克·沃纳的账户上。美
国司法部门认为，这是一笔贿赂款，与南
非获得2010年世界杯举办权有关。此
外，他还涉嫌通过黑市交易2014年巴西
世界杯门票从中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