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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之光产权式酒店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松之光产权式酒店”项目位于白龙南路39号，属《海口市南渡江

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115-2 号地块范围，总用地面积
5215.32平方米，用地内现状建有2幢8层住宅楼，建筑面积11809.05
平方米。现拟建1栋地上11层、地下2层产权式酒店，建筑面积地上
4707.5平方米、地下1659.37平方米。送审方案总用地容积率3.2，建
筑密度38%，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6年3
月14日至3月25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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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
政办公区15号楼 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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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仉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3月14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6〕9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
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
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6年3月25日至2016年4月18日
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手册
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3月25日至
2016年4月18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
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6年4月1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6年4月8日8时00分至2016年4月20日10
时0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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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0日10时0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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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国土
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
出让金，并按挂牌起始价总额的20%缴交土地动工开发保证金，须在60
天内一次性缴完开发保证金193万元。（二）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次出让宗地属幼儿园项目建设用地，在半年内动
工建设，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
（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
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
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
人：林先生 黄女士 杨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8555982
65203602；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
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3月17日

地块编号
文 国 土 储
(2006)-13-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文航
路东北侧地段

面积（m2）

9818.49

土地用途

科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6；建筑密度≤25%
绿化率≥40%；建筑限高≤3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967.1212

竞买保证金（万元）

580

《星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项目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论证报告》

公示启事
星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项目位于文城镇滨湾路西侧地

段，项目规划用地为583.82亩。由于所属的《文昌市航天大道北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刚启动编制，为加快该项目建设，根据法
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我局已组织召开《星光奇迹魔幻文化旅游园
项目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论证报告》专家论证会，现设计单位已按
专家会议纪要修改完善报告文本。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4月1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规划网，海南日报，现场

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

ghj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
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
室，邮政编码：571339（3）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该调整涉及其相关
权益的，应在公示期限内向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相
关意见或建议，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郑声乐。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3月17日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审

计专业人员1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要求
1.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 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审计、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毕业；
3. 具有3年以上财务、审计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国家财务、税

务政策，了解内部审计操作和内部控制等相关经验；
4. 年龄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

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163.
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
时请明确应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5日。

三、录用程序
我集团将按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

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抢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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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海南银行：做好个人金融服务 打造特色精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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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

（H16）创业故事

本报讯 在16日进行的亚冠联赛F
组第三轮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山东鲁能队
在下半场6分钟内连丢3球，并以1：4的比
分惨败于韩国球队FC首尔。在当晚进行
的H组比赛中，广州恒大在领先两球的
情况下痛失好局，被浦和红钻2：2追平。

输球后鲁能仍居小组第二

第27分钟，首尔FC队高萩洋次郎挑
传，阿德里亚诺门前推射破门。第62分钟，
蒿俊闵弧线球传中，尤西雷门前俯身冲顶
破门扳平比分。此后6分钟内，鲁能连丢3
球。第65分钟，高约翰晃开郑铮小角度劲
射得分；第68分钟，德扬禁区前沿接到队友
回做弧线球射门得分；第71分钟，德扬送出
妙传，阿德里亚诺推射空门得分。

山东鲁能队史上又一次遭遇“惨案”，
主教练曼诺也承认，之前的连胜掩盖了球队
一直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一场

“惨案”并不意味着山东鲁能亚冠征程的结
束。鲁能首战客场击败广岛三箭、主场拿
下武里南联，已经为球队积累了6个积分。
目前，山东鲁能仍然以3分优势位居小组第
二名。如果鲁能能够迅速走出阴影，打好
后面的比赛，小组出线的希望依然很大。

最后三轮比赛，山东鲁能将分别客
场对阵首尔FC、客场对阵武里南联以及
主场对阵广岛三箭。广岛三箭下一轮取
胜武里南联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就要求
山东鲁能客场对阵首尔FC的比赛中争
取拿分。如果拿到3分，将基本确保晋
级；如果拿到1分，只需要再赢下武里南
联队，也可以提前晋级；即便客场再次负
于首尔FC，仍能掌握主动权，那就是接
连拿下武里南联和广岛三箭。

小组垫底，恒大出线形势危急

广州恒大在主场对阵日本浦和红钻

的比赛中取得梦幻开局，开场仅14分钟，
便由高拉特迅速完成两粒进球。但随
后，浦和红钻利用恒大守门员曾诚的“黄
油手”失误扳回一分。临近终场前，兴梠
慎三再入1球，将比分扳成2：2。恒大3
战仅积2分小组垫底，出线形势危急。

恒大之前的3次亚冠之旅，至少都
能够打入八强，且获得2次亚冠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与浦和红钻之战也
是恒大队史上的第50场亚冠比赛，他们
一举超越了国安49场亚冠比赛的纪录，
成为征战亚冠次数最多的中超球队。但
却在这个里程碑的日子里，迎来了“里程
悲”，三场比赛不胜，创造了恒大征战亚
冠以来的半程最差战绩，此前的半程最
差战绩是2012年的1胜1平1负。

半程过后2平1负的战绩，几乎将
恒大逼入绝境，若不能在后三轮做出
改变奋起直追，小组赛便折戟沉沙绝
非戏言。 （小新）

亚冠小组赛第三轮中超双雄一负一平

鲁能再造“惨案” 恒大痛失好局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56个小时的艰苦航行，今晚7
时，小雨号在“阿罗哈杯”2016第七届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全环比赛西线
航行中，率先抵达海口。

共有12支赛船参加IRC1-3组环岛

拉力赛，船队13日早上从三亚出发，沿海
南岛西部海岸前往海口。全环船队在海
口休整一日，再从东线返回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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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船队昨天
在“半山半岛三亚帆船港”结束了场地赛

的比拼。三亚至万宁拉力赛今天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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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硬件设
施逐步完善，我们的目标是将这项比赛打
造成国内高水平的离岸比赛。”省文体厅副
厅长、大赛组委会副总指挥杨毅光说。

杨毅光说，海帆赛是海南省委、省政
府重点培育的三大比赛之一，海南四面
环海，海洋面积200万平方公里，非常适
合开展海上运动。当初举办海帆赛的目
的是为了推广海南的海上运动，并以此

带动海南体育产业的发展。海帆赛
2010年诞生，至今已经举办了7届，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环岛路线设计，是中国
最受欢迎、最具挑战性的离岸赛。每届
比赛都能吸引国内外三四十支船队、四
五百名水手参加。每年三月来海南参加
海帆赛，已经成为国内不少知名船东雷
打不动的事情。经过不懈的努力，这项
比赛已逐渐从一个普通的大帆船赛走向

了专业化、国际化，并且初步实现了大帆
船运动和旅游的结合。

杨毅光透露，这几年国内举办大帆
赛的热潮逐渐升温，在众多大帆赛中，海
帆赛定位为离岸赛。在7届比赛中，海
帆赛从“环东线”到“环西线”，最后实现
近600海里的“全环”。海帆赛组委会也
在宣传推广和组织竞赛方面积累了大量
的经验。

杨毅光说，海帆赛采用高新技术手
段作保障，从第二届开始使用卫星定位
系统，跟踪船只位置，建立海上信息保
障。今年赛事组委会引进国际先进、专
门用于帆船赛事的铱星定位设备。为了
确保赛事的公平公正，海帆赛组委会实
行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发动机闭锁规
则，并聘请了高水平外籍裁判。明年，组
委会还有新想法和新动作，让海帆赛在

软硬件设施上再上一个台阶。
杨毅光表示，海帆赛未来将“两条腿

走路”，首先继续走专业化和国际化道
路，力争把海帆赛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国
内最高水平的离岸比赛。其二是要办好
海帆赛，以推进海南旅游与体育的融合，
传播航海和海洋文化。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

全环比赛结束西线航行

小雨号率先抵达海口

海帆赛组委会副总指挥杨毅光：

把赛事打造成高水平离岸赛

山东鲁能队球员比赛结束后黯然离场。 新华社发

海航帆船队在角逐
三亚场地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马竞曼城
晋级八强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北京时间3月16日凌
晨，在欧冠联赛1/8决赛次
回合比赛中，主场作战的马
竞在120分钟内与埃因霍
温队以0：0战平，总比分双
方以0：0战平；在点球大战
中，马竞队8：7险胜，晋级
八强。

另外一场比赛，曼城主
场0：0战平基辅迪纳摩，以
总比分3：1晋级八强。

图为马竞球员胡安弗
兰（右）打进制胜点球后脱
衣庆祝。 新华社发

中乙联赛转会窗口关闭

海口博盈海汉队
引进9名新援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6中国足球乙级联
赛转会窗口3月16日关闭。以去年中丙总决赛
（也称全国业余足球联赛总决赛）亚军身份升入今
年中乙联赛的海口博盈海汉队，为了提升实力打
好比赛，一共引入了9名新队员。

据了解，今年海口博盈海汉队征战中乙联赛
的报名球员有22名，其中李钢、张凯铭、周世超、
姜卫鹏、潘超然、王琦、陈家豪、黄亚滨、盛洋等9
名球员是新引进的球员。

在海汉队的22名球员中，除了王昊一、于晨
楠、李钢、王琦等几名老将外，其他球员基本属于
1991年到1996年出生的球员，球队人员结构非
常年轻。9名新援中，有些球员有过征战职业联
赛的经历，比如李钢曾经效力过上海申花、江西联
盛等球队。9名新援加盟海汉，将提升球队的实
力。新加盟的球员也不乏年轻小将，如姜卫鹏、张
凯铭、潘超然等都是90后新生代球员，他们的到
来，也让海汉队增添活力。

在海汉俱乐部参加中乙联赛的报名名单
中，球队全称为海南博盈海汉足球俱乐部海口
博盈海汉队，简称为海口博盈海汉队。球队领
队为宋海山，主教练是前国脚李晓，助理教练有
童年和赖国铭，仇模健为队医，李念和陈笑非为
队务。

2016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将于4月份开战。

■ NBA常规赛前瞻

快船减速 火箭追击
NBA 西部季后赛门票之争进入白热化，

本轮比赛之前，火箭与小牛战绩相同分别排名
第 7和第 8，身后还有爵士等追兵。北京时间
3月17日，火箭将坐镇主场迎战刚刚遭遇一场
大败仗的快船，这是火箭收获连胜稳住排名的
好机会。

快船15日客场输给马刺21分。前三节快船
还能咬住比分，但进入第四节后，快船明显后劲不
足。与火箭之战对快船来说是背靠背作战，他们
的体能将遇到更大的考验。本场比赛是双方本赛
季常规赛最后一次交手，虽然快船目前战绩比火
箭好，但在两队本赛季前三次交锋中，火箭以2：1
领先。

火箭上一场主场以130：81大胜灰熊，49分
的分差也是火箭队史上第3大的赢球分差。这样
的胜利让火箭重新建立起了信心。“不管我们的对
手是谁，我们的霸气都要提升起来。我们只想继
续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场比
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把握好现在的机会。”
火箭核心哈登说。

哈登作为球队领袖和头号得分手，过去两场
比赛的得分数据可不怎么样，他一共才拿到27
分。与快船之战，球队需要哈登做出更多贡献。
在内线，霍华德将与小乔丹死扛，魔兽需要打得更
有侵略性。此外，阿里扎、贝弗利、莫泰尤纳斯、比
斯利等人也要有所发挥。 ■ 林永成

联合国暂停
莎娃友好大使身份

据新华社纽约3月15日电 联合国一位新
闻发言人15日宣布，联合国已经暂停与俄罗斯网
球女选手莎拉波娃关于聘其为联合国发展计划友
好大使的合作，因为后者最近陷入了使用禁药的
事件。

莎拉波娃已经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的友好大
使长达9年时间，但这次卷入禁药风波让这一合
作无法维系。

联合国的这位女发言人说：“联合国发展计划
仍感谢莎拉波娃对其工作的支持”，“但是，鉴于她
最近的有关声明，上周我们已经暂停其友好大使
的身份，此前任何计划的活动，在针对这一事件的
调查期间都将如此”。

上周莎拉波娃宣布，在今年1月的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期间她没有通过药检。据报道莎拉
波娃被检测出使用了今年1月已被列入世界反
兴奋剂组织禁药目录的米曲肼。此后莎拉波娃
的赞助商耐克、保时捷和泰格豪雅纷纷中止与其
合作。

新华社成都3月16日电（记者王
浩宇、李华梁）防死哈里斯，还有邓特
蒙。四川男篮在16日的CBA总决赛
第三场主场109：104击败辽宁男篮，外
援邓特蒙狂砍40分率领“川军”以总比
分2：1领先，距离总冠军再进一步。

邓特蒙近期伤病缠身，总决赛前两
战加起来才有23分入账。然而让辽宁
队预料不到的是，邓特蒙回到主场后“满
血复活”，飙进5记三分拿下全场最高的
40分外加6次助攻，其中13分来自最要
命的第四节，若不是他犀利的突破和稳
健的罚球，四川很可能丢掉到手的胜利。

辽宁主帅郭士强赛后直言邓特蒙
是此役的“胜负手”，“我们对邓特蒙的
防守不成功，限制得不好，这是输球的
主要原因，队员们今天压力比较大。”

上一场表现出色的哈里斯发挥一
般，仅得12分，不过哈达迪依旧坚挺，在
内线为所欲为。有了哈达迪这座“靠
山”，四川再次在篮板球上完胜辽宁（49：
36），前场篮板更是以18：8完爆对手。

“今天队员表现很好，整个比赛过
程中情绪控制得比较好。在防守和篮
板方面非常努力，有效制约了对方的三
分球。”四川主帅杨学增说。

辽宁队常规赛做客四川曾以111：
94轻取“川军”，但此番全场几乎都处
于落后状态。哈德森三分球14投5中
得到31分，兰多夫贡献了24分，韩德
君和贺天举分别拿下13分和12分。

辽宁队上一场比赛全队三分失准
（30投5中），当晚首节双方国内球员发
挥出色，张春军开场为四川连得5分，

辽宁依靠韩德君拿下的7分在首节仅
落后两分。

次节四川队“三外援”火力全开，邓
特蒙命中4记三分单节轰下15分，为

“川军”一度建立11分的优势。但辽宁
这边“白魔兽”兰多夫奋力“护驾”，内攻
外投独揽14分为本队及时止血，半场
结束时辽宁将比分追近至49：54。

两队在第三节初段形成僵持，但邓
特蒙本节结束前完成压哨“一条龙”，四
川79：71领先进入最后的决战。

辽宁在末节曾将分差迫近至1分，
但邓特蒙连突带罚得到6分将分差再
次拉大，哈达迪随后中投连续命中，四
川的优势再度扩大至10分。虽然辽宁
此后继续顽强追击，但始终无法将差距
缩小至4分以内。

邓特蒙“满血复活”砍下40分

四川再胜辽宁2：1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