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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澜湄会议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年会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确保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会议首次领导人会议及博

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期间警卫线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定，从3月21日至25日对我省
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

一、车辆驾驶人、行人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规定，依法行驶，文明驾驶，礼让警卫车队。

二、因道路交通安全警卫工作需要，公安交警部门对三
亚、琼海、万宁、海口部分道路以及环岛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
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时，车辆驾驶人、行人应当服从执勤交通
警察的指挥，保障警卫车队安全、有序通行。严禁无关车辆
尾随、穿插、超越警卫车队。

三、3月21日9：00至25日24：00，禁止核载5吨以上货
运车辆、装载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在环岛高速公路（G98）东段
和三亚绕城路段行驶。

请核载5吨以上的货运车辆、装载易燃易爆物品的车辆
绕行223国道或224国道、海琼（海口至琼中）高速、环岛高速
公路西线段。

总质量20吨以上、车身长度大于9米的货运车辆、二轴
以上半挂车满载时，禁止在223国道通行，请绕行环岛高速公
路（G98）西段或225国道。

因实施交通管制造成的道路通行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6年3月14日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入口票务区施工于2016年3月14

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

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17日。公示期内，如

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投

诉，电话：18211100010。招标人：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招

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人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3月23日10时举办固定

资产专场拍卖会。

拍卖标的：丰田霸道3400、大捷龙、帕萨特、奔驰ML350、复

印机、冰箱等废旧物资一批，整体进行拍卖。

竞买保证金：5万元

预展时间：公告之日起至3月22日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海口）

竞买登记截止时间：2016年3月22日16时前

拍卖方式：网络竞价

咨询电话：13005084060（海口）、13366199590（北京）

公司网址：www.zd168.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A座1507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代理机构：云南山重建设工

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招
标范围：“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两个阶段的勘
察、设计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包括但不限于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
计阶段全部专题报告的编制和报审、施工图预算编制、招标控制价编制、
竣工图编制，以及工程施工期间的设计后续服务（具体要求详见技术标
准及要求）。资质要求：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核发的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及以上资质和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
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类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资格且在投标人单位注册；投标人2012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大型水利
水电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业绩。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单位必须在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企业信息管理系统（http://
218.77.183.48）中注册并备案通过。报名时间：2016年3月16日08:30
至3月22日17:30在http://218.77.183.48/htms报名。（详细招标公
告见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网）。联系人：张工6611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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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营业用房（证号：海房字第HKYL385375
号，建筑面积：586.87m2），参考价：51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现将
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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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17:00止；4、收
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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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之心(新埠岛0901地块)项目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之心(新埠岛0901地块)”项目位于新埠岛北侧，属《海口新埠

岛控制性详细规划》0901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6栋地上2～3层，地下1
层住宅及配套商业。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
核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442.08平方米。根据
《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予以公示。1、公示
时间：10个工作日（2016年3月15日至3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
市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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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
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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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
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15日

《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2901、2902、290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已列入省重点项目，为支持我省高校建设，满足
学校发展需要，拟按程序对江东组团A2901、2902、2903地块进行规划
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与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6年3月15日至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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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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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15日

《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01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市政府批示意见，拟对海口市喜徕丁绿色农超综合市场项目涉

及的G0101地块规划指标进行相应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6年3月15日至4月5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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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
3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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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15日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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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
城西路南侧804.60m2、854.13m2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分别
为：海口市国用（2007）第003360号、003364号]，拍卖参考价：78.5575万
元，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国贸大道A1-10CMEC公寓楼C501号房
（证号：HK031844，建筑面积：69.29m2）B905号房（证号：HK031843，建
筑面积：66.41m2），拍卖参考价：72.9796万元，保证金：15万元；3、海口市
东方洋开发区教师公寓楼11层1101房产（合同备案号：L00005544号，建
筑面积：103.80m2），拍卖参考价：81.34万元，保证金：20万元。现将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4月1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
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 2016
年3月31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
年3月30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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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帐号：1、
1009454890000371；2、1009454890000372；3、1009454890000373；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8、13号（如代缴必须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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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243059 传真：0898-66242489；法
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秀英区石

山中心小学学生宿舍与食堂及教师周转宿舍项目（施工标），已于
2016年03月14日在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第二中标候选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03月15日至2016年03月

17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监督部门提出申述，电话：
0898-68724550。

招标人：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委托，我们将于

2016年3月23日上午10时在武汉市武昌中南一路45号湖北省建材联
合会三楼会议室对委托人拥有的海南大禹实业有限公司项目抵债房产
予以公开拍卖。该项目房产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88号大禹文明
商住小区，抵债房产包括该小区A座第1、2、3层商铺（建筑面积为
4854.42平方米）、第15层4套住宅即A1505、A1506、A1507、A1508
号（建筑面积为410.48平方米）及地下室4个停车位。以上信息仅供参
考，具体信息以权属证明资料为准，本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自即日起至3月22日，标的在所在地及我们公司公开展示，请有意竞买
者及优先购买权人携带相关证件到我公司咨询或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优
先购买权人在此期间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利。
本次拍卖为整体拍卖，竞买保证金为300万元,保证金到账及竞买登记
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参
加竞买。湖北盛德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人：汪先生；联系电话：
13507166695；公司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44号。
湖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13976734560；公
司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团结大道长城嘉苑10栋2单元902室。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从事粮食收
购、批发、加工、储存等生产经营资格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体工
商户，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储备粮承储企业不得参与报名竞买）。

三、出让方式：采取“网络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
四、公告期和联系方式：公告期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4

月1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

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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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15日

标的名称

2013年早籼稻（稻谷）

2014年早籼稻（稻谷）

数量（斤）

789258

639958

挂牌底价（元/斤）

1.13

1.16

挂牌总价（元）

891862

742352

竞买保证金（万元）

30

20

包装方式

非标准包装

非标准包装

储存地点
乐来储备库3仓1围、
4仓1围
乐来储备库4仓2围、
4仓3围

限时竞价开始时间
2016年4月13日

上午9：30
2016年4月13日

上午10：00

万宁市市级储备粮（稻谷）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XZ201603HN0028

万宁市市级储备粮（稻谷）出让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关于送达《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公告
海南义隆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码：460100730064372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

定，经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局长批准，决定解除2015年9月 9日《税
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琼地税一稽保封〔2015〕3号）查封你公司位于
海口市义龙横路12号义龙丽景都市公寓的一套房子（产权证号：
HK083657；房号：1803号）和一间车库（产权证号：HK 083562；房
号：102-3号）。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点办公，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上述文书采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你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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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
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
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6年3月15日

本周中，亚冠联赛小组赛展开第三
轮争夺，中超四强本轮都对上日韩球队，

“抗日克韩”成为主旋律。3月15日，江
苏苏宁和上海上港率先出战，对手都是
日本J联赛球队，苏宁客场战FC东京，
上港则在主场迎战大阪钢巴。

拥有豪华外援军团的江苏苏宁上一
轮主场3：2击败韩国劲旅全北现代后，
以4分在本组领跑，如果此役客场能拿
到一个不错的结果，不仅可以为第四轮
主场“背靠背”迎战FC东京赢得心理上
的优势，同时也可以为小组出线奠定坚
实的基础。

两队目前的竞技状态都不错，江苏
苏宁更是在中超联赛领跑。从亚冠小组

赛前两轮来看，两队都是特点鲜明，但也
有明显不足的队伍。江苏苏宁本赛季在
亚冠赛场所丢3球全部都是定位球失
守，这一点主教练佩特莱斯库已有所警
觉。此外，苏宁虽然中前场外援个人能
力强大，但配合还没达到理想的状态；而
此役拉米雷斯因为上一场红牌停赛，这
让球队的实力打了不少折扣。FC东京

的问题则是后场传接球低级失误较多，
在与全北现代和越南平阳的比赛中都曾
因为这个原因丢球。苏宁如果敢于高位
逼抢并能很好地把握机会，那么就有很
大的可能性取得入球。

上海上港上一轮2：1击败水原三
星后，两轮战罢积3分暂居小组次席。
显然亚冠初哥上海上港的国际比赛经

验，没法和已经第8次打亚冠联赛的前
亚冠冠军大阪钢巴队相比，不过论技战
术实力和打法特点，上港未必比日本球
队差。

由老将远藤保仁压阵的大阪钢巴，
走出了前段时间的低迷期，正处于向上
的势头。该队锋线上的帕特里克能力很
强，是上海上港需要重点盯防的人物之

一。而上港近期的战绩不太理想，最近
4场正式比赛只取得1胜。而顶着超强
外援组合名头的孔卡、埃尔克森和吉安
并没有打出预期的表现。尽管未在最佳
状态，上港队员对此役信心十足。“我们
打日本的球队相当有信心，也根本不需
要动员。”队员蔡惠康说。 ■ 林永成

亚冠小组赛第三轮今日开战

上港迎击大阪 苏宁抢滩东京

直
播
预
告

上海上港VS大阪钢巴
CCTV-5 今日19：30直播

FC东京VS江苏苏宁
CCTV-5+ 今日18：25直播

国足世预赛
24人最新名单出炉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郑道锦、公
兵）中国足协14日公布了男足国家队备战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小组赛最后两
场比赛的24人集训名单，广州恒大队的老将郑智依
然未能入选。

刚上任不久的国足主帅高洪波这次依然将恒大
队的前国足队长、中场核心郑智排除在集训名单之
外，不过恒大仍有6名球员入选，是入选国脚最多的
俱乐部。上海上港队的后卫王燊超、河南建业队的
中场尹鸿博则继续榜上有名。

国足将于3月17日在武汉集中，备战3月24日
在那里举行的对阵马尔代夫队之战，随后他们将移
师西安，准备3月29日与卡塔尔队的比赛。国足目
前已经只剩争取成为成绩最好的4个第二名出线的
机会，且要想出线不但要立足于连胜两场并多捞净
胜球，还得看别的小组的第二名的脸色。

以下是国足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郜林、张琳芃、黄博文、李学鹏、冯

潇霆、曾诚；上海上港：武磊、颜骏凌、于海、蔡慧
康、王燊超；山东鲁能：王大雷、蒿俊闵、杨旭、赵明
剑；北京国安：张呈栋、于大宝、张稀哲；河南建业：
尹鸿博；江苏苏宁：吴曦、任航、李昂；河北华夏幸
福：姜宁、丁海峰。

■ NBA常规赛前瞻

库里要用60胜庆生
北京时间3月15日，勇士将在主场迎战鹈鹕，

如果获胜。勇士将把主场连胜纪录扩大到49场，而
勇士也将成为本赛季常规赛首支获得60胜的球
队。当日正好是勇士核心库里的28岁生日，胜利将
是让库里开心的生日礼物。

勇士上一场击败太阳后，将NBA主场连胜纪录
扩大至48场。如果15日能击败鹈鹕，还将创下一
个纪录：成为历史上单赛季最快获得60胜的球队。
而随着快船14日输给骑士，勇士得以锁定太平洋赛
区冠军，这是他们连续第二个赛季获得该赛区冠军。

鹈鹕上一场输给雄鹿，遭遇了三连败。在两队
本赛季前两次交锋中，勇士都取得了胜利，算上上赛
季季后赛在内，他们对鹈鹕已经六连胜，而在主场对
鹈鹕则已经八连胜。也就是说浓眉哥戴维斯进入鹈
鹕后，还没有在勇士的主场尝到过胜利的滋味，此番
恐怕也难以如愿。

不过，勇士在面对弱旅时，有时候也显得动力不
足，比如上一场对阵太阳，三节过后竟然落后9分。
勇士主教练科尔说：“每支球队在我们的主场都会打
得很兴奋，都会寻找击败我们的机会。”与鹈鹕之战，
勇士需要尽快进入状态，打压对手的气势。

■ 林永成

三亚对于中国极限航海家郭川来
说，有着特殊的意义。2001年，他作
为水手驾着帆船从香港来到三亚，15
年后他作为海帆赛形象大使再次来到
三亚。“三亚是我帆船梦起航的地方，
希望明年能够驾着帆船来海帆赛。”郭
川说。

青岛人郭川在过去的 8年时间
里，创造了多项第一。他在 2008—

2009年随中国爱尔兰船队绿蛟龙号
全程参与了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成为
第一位完成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亚
洲人，他是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的中国人，他是第一位参加6.5
米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他是第一
位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过合恩角的
中国人。

这名极限航海家和海南的三亚有

着不解之缘。郭川说：“我2001年第一
次出海航行，就是从香港到达三亚。那
时候国内驾驶大帆船的人寥寥无几，也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驾帆远航。我们经
过两天两夜三百多海里到达了三亚，当
看到三亚，看到这个海湾，我激动得跳
进了大海里。在这之后我对大帆船的
理解与喜爱更进一步，那次远航是我作
为一个职业水手的起点，今天能够回到

曾经给我带来人生梦想的地方三亚，感
到特别高兴。”

郭川坦言，因准备有点仓促，再加
上他的大帆船目前在法国维修，今年
的海帆赛无法参加。他希望明年驾着
大帆船来到三亚，参加海帆赛，并为三
亚的小朋友举办帆船体验教学活动。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3月14日电）

本报三亚3月14日电（记者王黎
刚）“阿罗哈杯”2016第七届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三亚站暨半山半岛三亚
帆船港比赛日起航仪式今天举行，参
赛船员举起酒杯饮下壮行酒，开启820
海里的航程。

根 据 赛 程 ，今 日 将 开 始 进 行
IRC1-3组环岛拉力赛，所有IRC1-3
组的12支船队将集结起航前往海口
经停港，预计16日凌晨陆续抵达。船

队在海口休整一日，再返回三亚，预计
3月20日完成全环比赛航程。IRC4-
6组16支船队、J80统一设计组5支船
队则将进行“半山半岛三亚帆船港比
赛日”的场地赛比拼。

经过3轮的比赛，三亚首场场地
赛结束。暂列IRC4组前3名的是福
日一号、大都3号和水果岛号。暂列
IRC5组前 3名的是中国杯32号、阿
佛洛狄忒号和汉嘉逸蓝和号。暂列

IRC6组前3名的是蓝鲸8号 半山半
岛 9 号和启航号。暂列 J80 统一组
前三名的是富力湾号、升洋号和
ronstan号。

据了解，海帆赛IRC各组别的比
赛用时将根据让分系统修正确定到达
名次，而不是先到达的船队就判定获
胜。此外，总成绩还将根据场地赛成
绩、环岛赛各赛段成绩2次计分之和最
终判定。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海帆赛“全环”比赛启航航
12支船队参赛 预计明日凌晨抵海口

中国极限航海家郭川：

三亚是我帆船梦起航的地方

海帆赛形象大使郭川在三亚与
海帆赛裁判员、运动员以及帆船运
动爱好者分享了个人的航海经历。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3月14日，海帆赛参赛帆船从三亚出发，开始角逐环岛拉力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