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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男排预选赛
中国VS委内瑞拉
（CCTV5 11:45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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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
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年轮滑锦标赛昨
天在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综合训练馆
落幕。经过两天角逐各项目前八名产生，宗琪
瑶获得速度滑轮A组冠军，李俊霖获速度滑轮
B组和速度过桩两项冠军。

本次比赛颁奖颇有新意，每个项目一至八
名全都登台领奖。颁奖台与众不同，没有分出
一、二、三名的台阶。领奖方式也很特别，每名
获奖小选手都由家长或者亲友陪伴上台领奖。

本次比赛是2016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
会中的一项比赛，旨在让全省各地的轮滑健儿
通过比赛，助推海南省青少年轮滑运动的发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
黎刚）近日，海南省高尔夫球队捷报
频传，在国家青少年队选拔赛、中国
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湖北站和汇丰
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冠军赛杭州站
比赛中，取得了3个冠军。

2016年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
赛首站比赛在湖北落下战幕。我省
小将张若兮发挥出色，以10杆的优
势夺得女子组冠军。张若兮3轮比
赛均打出71杆，张若兮说，“这是我
第二个业巡赛冠军，我希望在成年之
前多拿几个业巡赛冠军，不给自己留
下遗憾。3年前，张若兮加盟海南高
尔夫球队。这3年张若兮的技术水
平进步较快，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职

业球手。
国家青少年高尔夫球代表队选

拔赛近日在中高协南山国际训练
中心收杆。海南高球队选手陈顾
新获得了男子总成绩冠军，他将代
表国家队参加英国青少年公开
赛。海南女队球手蔡丹琳夺得第5
名，获得了参加比利时青少年锦标
赛的资格。

比赛吸引了国内优秀的60名青
少年球手参加。海南省高尔夫球队派
出了5名球手参赛。组委会对参赛球
手的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中，中
高协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积分排行榜男
女A、B、C组前6名的球手和国家高
尔夫球业余队男女各12名运动员有

资格参加。海南队参赛的5名球手是
韩雨廷和李祺（男子A组）、蔡丹琳（女
子B组）、张艺敷（男子B组）、陈顾新
（男子C组）。比赛按球手年龄分为4
个组，采用两轮36洞个人比杆赛形
式。根据赛事年龄要求，男女总成绩
第一名将代表中国队参加英国青少年
公开赛，男女总成绩第二至第五名代
表中国队参加比利时国际青少年锦标
赛和荷兰青少年公开赛。

2016汇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
军赛第三站杭州站比赛前天结束，
在10个组别的比赛中，海南球手李
林强获得了男子C组冠军。海南队
的陈顾新和蔡丹琳分别获得了男女
B组亚军。

参加全国3项重大高球赛

海南高尔夫球队夺3金2银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年轮滑赛落幕

李俊霖独得两项冠军

新华社雅加达5月30日电 （记者周檬）
201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30日在雅加达
开赛，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2名选手参赛。

首日比赛中中国选手只有小将黄宇翔出
战，他以21：14、21：19直落两盘击败印尼选手
维施努·尤利·普拉塞提约晋级。

本次比赛中国队共派出33名选手参赛，男单
方面由谌龙、林丹领衔，与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之
间的对决再度展开；女单方面，李雪芮、王仪涵、王
适娴三朵“金花”悉数出战，她们将同马林、因达
农·拉差诺和内瓦尔等老对手进行激烈竞争。

男双方面，中国组合张楠／傅海峰、柴飚／
洪炜，分列赛会第三、第五号种子，他们将面对来
自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李龙大／柳延星和
东道主组合阿桑／塞蒂亚万的挑战；女双方面，唐
渊亭／于洋、田卿／赵云蕾、以及双胞胎组合骆赢
／骆羽，过去五年，该赛事女双冠军一直为中国组
合包揽；混双方面，张楠／赵云蕾、刘晨／包宜鑫
以及卫冕冠军徐晨／马晋将代表中国出战。

本次比赛为期一周，是2016年世界羽联超
级系列赛的第五站，奖金总额为90万美元。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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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6）第14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海甸岛沿江
二西路南侧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位于
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二西路南侧，实测面积310.25平方米（合0.47亩），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出让年期为70 年。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整合使用缝隙地的规划意见》（海规〔2015〕83
号）、《关于用地规划意见及建设条件的复函》（海规函〔2016〕735号）
明确：该缝隙地被23米规划道路分成东、西两部分，其中东侧部分扣除
道路后剩余面积310.24平方米，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
3.5，须与周边用地整合使用；西侧部分用地和海甸二西路规划占用约
72.15平方米，建议征收为国有。

拍卖起叫价为6899元/平方米。
二、竞买人资格：具备以下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1）在
海口市辖区内没有闲置国有建设用地；（2）在海口市辖区内没有拖欠土
地出让金；（3）须与控规地块中其他用地单位达成整合开发意向。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元/平方米。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6年6月 7日至2016年6月21日16:00整（北京时
间）。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在报名之前按拍卖起叫价100%缴交竞
买保证金。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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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16:00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6年6月24日
16:00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举办。

七、其它注意事项：1、拍卖宗地条件：地块达到“六通”，土地平整，
宗地上有临时建筑物，按现状条件拍卖；2、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
认书》，并在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若原缴交的竞买保证金足以支付的，
则自动转为合同定金，余款自动转为出让金；若原缴交的竞买保证金
不足以支付，则由竞得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
起五天内缴交。受让人应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期
限，自签订合同日起30天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3、竞得人须在海口市
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子公司实施项目开发，并自交地之日起一年
内动工开发，三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
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
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
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1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6）第15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龙华区
龙桥镇羊山大道以南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的地块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龙桥镇羊山大道以南，规划地块编号为 LY-01，面积为
50292.17平方米（合75.4383亩），土地用途为文体娱乐用地，用于水上
娱乐项目建设，出让年期为50年，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约定的交地时间起计。

该地的规划用地性质为娱乐康体用地，用地容积率≤0.6，其他规
划要求详见《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海口市中心城区外
2015SD-NZ023的规划意见》。拍卖起始价为3792.03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但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
拖欠土地出让金外的除外。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应拥有并运营5A级景区项目；
2、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规定需提交

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
的《营业执照》；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
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本次拍卖不接受联合竞
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的整数倍。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6月21日16:00整（北京时

间）。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报名前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2300万

元人民币。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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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16:00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6年6月24日16:00整
（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举办。

七、其它注意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须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0日内一次性付清；2、
本次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现状净地出让，
用于水上娱乐项目建设。竞得人应在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
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
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土
地受让人应承担相应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
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
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1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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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依法公开拍卖：（1）海口市府城镇南桥肚安得园
小区B2栋第九层2902房（证号：HK077451号，建筑面积：125.92m2），
参考价：39.096万元，保证金：10万元：（2）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柏园雅
居2幢别墅房地产（证号：HK073603号，建筑面积289m2），参考价：187
万元，保证金：5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
2016年6月17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
厦主楼20层；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
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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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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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
（1）账号：1009454890000430；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431；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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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36326216 13006080999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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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海秀路78
号第3层办公区一套（证号：HK448595号，建筑面积：265.33m2）；位于
海口市海秀路78号第2层商业区一套（证号：HK448596号，建筑面
积：856.85m2）；位于海口市海秀路78号第1层商业区一套（证号：
HK448597号，建筑面积：842.61m2），参考价1400万元，竞买保证金
4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6月17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路
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本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
关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16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
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16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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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357；6、缴
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
所 有 费 用 由 买 受 人 承 担 。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6248828
13006006966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号

关于《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F0101地块（司马坡岛）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司马坡岛开发项目属省、市重点项目，为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

治工作要求，优化城市公共资源配置，按照市政府有关专题会精神，
拟按程序对南渡江西岸片区F0101地块进行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个工作日（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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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房产变卖公告
受山东省邹城市国家税务局委托，现对经二次拍卖均流拍的抵

税房产所有权公开变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卖标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167号三亚辰光假日

酒店（克拉码头）三层3008房[建筑面积66.22平方米，分摊土地面积
31.05平方米，产权证号：三土房（2012）字第007751号]。

二、变卖保留价：人民币80万元。
三、变卖时间：2016年6月21日上午10点整。
四、竞买报名时间（公告期）：本公告公布之日起至2016年6月

20日止。
五、变买方式：公告期内，意向人向我公司交纳保证金十万元整

（竞买保证金须在2016年6月20日下午17:00前到账。保证金账户
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
2201020909200138473），并办理相关手续。

六、变卖方式：公告期内只有一人申请并交纳保证金者，公告期
满，该申请人即为买受人；公告期内多人报名的，将实施竞价，采用填
写竞买单、一次性报价的方式，按出价的高低顺序确定买受人，价高
者得（如最高报价相同且为两人以上者，将由最高出价者重新填写竞
买单，另行报价）。若竞价变卖未成交，则在变卖公告期内按先到者
得的方式确定买受人（以保证金到帐先后作为认定标准）。

七、变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申亚大厦2003室。
八、变卖成交后，房产过户登记手续由邹城市国家税务局协助买

受人办理，所涉及的税、费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九、变卖结束后未成交者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
十、价款支付：买受人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之日起3日内将成交

款汇入我公司指定帐户。逾期视为放弃本次购买，后一顺序位的买
受人转为首位或另行组织变卖。

联系电话：0898-68526239 13807593991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5月30日

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教育局。二、代理单位：宁波德威工

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三、工程概况：昌江县矿区学校综合教学
楼工程，本项目包括建筑工程、结构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
新建综合教学楼1栋6层，总建筑面积为2530.44m2。四、投标资格：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
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
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筑工程项目
的项目经理。投标人须提供经本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
机关出具关于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无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记录的证明材料（在有效期内），本次招标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五、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 6
月6日（节假日除外），在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16号春江壹号A1301
室持单位介绍信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
售后不退。六、联系方式：王仁祥18689616322

赛事预告
NBA西部决赛
勇士VS雷霆

（5月31日 CCTV5 9：00直播）

据新华社巴黎５月２９日电“我
们已经错过两次机会，争取不要错过
第三回”，作为网坛“黑珍珠”小威廉姆
斯的教练，法国人莫拉托鲁在法网媒
体中心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今世界第一如果要在罗兰·加洛斯追
平公开赛年代22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的纪录，最大的对手是她自己。

从去年美网半决赛爆惊天大冷输
给文奇，到年初澳网决赛意外负于科
贝尔，美国球后接连在纪录前饮恨，这
也被认为是34岁的小威统治能力下
滑的结果。不过莫拉托鲁认为：“小威
在这两项大满贯赛事中打得不错，表
现比去年法网夺冠时要好，只是在赛

事最后阶段没有找到自我。”
自小威在2012年法网首轮遭淘

汰，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首次首轮出
局后，莫拉托鲁开始执教小威，帮助她
在随后４年时间中拿下８座大满贯单
打奖杯、１块奥运会单打金牌，稳坐世
界第一长达３年多时间。

本届法网赛程过半，在上半区最
大竞争对手阿扎伦卡首轮因伤退赛、
新科澳网冠军科贝尔首战出局后，小
威再次迎来改写历史的良机。“从现在
到赛事最后，小威必须保持正确的心
态，而这也是我的工作，”莫拉托鲁说。

“当小威在场上找到自我时，没有
任何人能够击败她，”莫拉托鲁强调。

目前，莫拉托鲁除了担任小威的全
职教练，也正在积极扩展其经营20多
年的网球学校版图，其在法国尼斯新建
立的网球学院即将投入运营。“后李娜

时代”中国网球如何突破？这位功勋教
练表示培育中国球员需走国际化道路。

莫拉托鲁说：“如果球员学习乒乓
球，我会把他们送到中国，因为我们从
事这个运动的时间不长，也没有足够
的资源，中国兵乓球的教练和技术水
平更高。”

网球方面则相反。莫拉托鲁表示：
“我们有着长久的经验，（中国）球员过
来的话在许多方面能提高更快，而且我
认为他们的教练也应该一同来，这样教
练回国后也能指导别的教练。”

莫拉托鲁说，中国球员走向高水平
的一个障碍是认为国内比赛高于国际
比赛，许多欧洲教练和中国地方队合
作，很多人发现那些队伍的重点是把球
员培养成各省（区市）最好的运动员，而
不是培养成参加国际巡回赛事的球员，
这种思路不利于培养国际球员。

小威教练支招中国网球发展

“后李娜时代”中国球员需国际化
关注法网

新华社墨西哥城 5 月 30 日电
据美联社报道，墨西哥足球明星阿兰·
普利多28日在墨西哥犯罪高发区塔
毛利帕斯被持枪歹徒绑架，但警方30
日宣布他已经安全脱险。

25岁的普利多目前在希腊联赛
踢球，他入选过上届世界杯墨西哥国
家队，被认为是名有潜力的前锋。

墨西哥司法机构的官员伊·奎因
塔尼拉十几个小时前透露说：“我们获
悉他被一些持枪人劫持，现在人在哪
里不得而知。”

30日在事发地区，军警封锁了街

道，两架军用直升机在上空搜寻。普
利多是在28日深夜参加完一个朋友
聚后被绑架的。

塔毛利帕斯是墨西哥治安最混乱
的地区，该地区经常发生毒品贩子之
间的火并。

普利多30日在电视上露面，他的
右手受伤，缠着绷带。警方说他将接
受全面的体检。警方并没有透露他遭
绑架的细节和绑架者的动机。

普利多2014年离开墨西哥去欧
洲踢球，他在最近的八场比赛中踢进
5个球。

墨西哥国脚被绑架后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