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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6年 7月 5日10：3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那恁安置区 J02-1-1号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167.574m2，建筑面积1192.37m2。本

建筑物为临街全新欧式风格建筑物（三至八楼共有39间客房，一、

二楼为大开间铺面）。

本次拍卖为现状拍卖，双方过户税、费全部由委托人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展示地为标的所

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展示时间截止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201

联系电话：13322088741 18689670721

海南铜锣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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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 7月13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
对以下标的物公开第二次拍卖：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
相思湖东路 3号同人·西湖东郡 3号楼 3单元 2206号房（建筑面积
56.6m2，房产所有权证号：邕房权证字第02102533号），参考价：30万
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2208号房（建筑面积47.97m2，房产所有权证
号：邕房权证字第02102419号），参考价：26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12日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2016年7月 12日下午16时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及时间：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农
行海口龙昆南支行；账号2110400104000757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6）琼72技拍委字第1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以
2016年7月12日16时前到账为准。特别说明：1、上述房产均已办理
抵押登记，并已对外租赁，2206号房租赁期限不明，2208号房租赁期
已于2016年3月23日到期。2、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产生
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联
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联系电话：0898-
31651618 1363764777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258915

观澜湾海景酒店分层租售
观澜湾海景酒店位于海南省4A级滨海旅游风景区

文昌高隆湾，距海边约300米，楼高29层，客房500套，
设备设施齐全，星级装修配套，适合投资创办养生养老
度假基地和旅游度假酒店。观澜湾海景酒店现分层对
外租售，诚挚欢迎有意租售的单位或个人前来洽谈。

招商单位：文昌吉方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高隆路36号
电话：0898-63332333 18708917721陈经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贷款催收公告
我行现对下列尚未清偿我行贷款本息的债务人进行催收，请有关

债务人积极筹措资金，向我行清偿债务。欢迎有财产线索的律师事务
所上门前来洽谈合作清收事宜。

联系人：蒋经理，联系电话：0898-68683188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118号福昌大厦二楼，邮编：570311。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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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海湾工艺品厂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市干部招待所

海口市被服厂

山西榆次装潢公司

海南商业集团公司

海口市制锁厂

海口市南岛厂

惠阳京粤大亚湾科技开发公司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42,000.00
10,220,000.00
14,491.00
8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70,000.00
100,000.00
5,000,000.00

91,555.29
1,229,991.76
263,026.58
-
-
-
-
-
-

133,555.29
11,449,991.76
277,517.58
8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70,000.00
100,000.00
5,000,000.00

序号 借款人 币种 本金余额 欠息 本息合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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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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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李亚东

张伟雄

张海军

左建文

林奕抛

赖秀英

王少侠

杨勇

郑锟

陈济绵

陈明

曾仕玲

谈井泉

曾光成

-
3502511969****7030
46010065****065

4601001966****061X
46010064****183

4600291977****0426
4600241971****1012
4600211973****0031
46010076****271

4600221964****0739
46020064****001
44140278****154

4324011960****301X
46010056****061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53,000.00
98,666.68
256,035.28
1,728,437.50
444,800.00
153,770.86
65,464.98
62,773.42
37,336.23
43,694.30
18,886.16
1,070,089.38
1,424,558.73
1,070,089.38

52,069.65
7,774.43
6,969.11
148,912.81
29,396.46
3,730.24
12,169.14
10,420.21
7,216.72
9,951.25
4,129.32
276,979.50
458,731.43
271,924.22

105,069.65
106,441.11
263,004.39
1,877,350.31
474,196.46
157,501.10
77,634.12
73,193.63
44,552.95
53,645.55
23,015.48
1,347,068.88
1,883,290.16
1,342,013.60

序号 借款人 身份证号 币种 本金金额 欠息 本息合计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进行“校讯

通”业务更名，2016年6月30日起“校讯通”业务

更名为“和校园”，本次业务更名不影响原业务功

能使用，资费保持不变。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服务电话：1008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7日

五指山瑞园项目商铺公开竞价销售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6HN0080号

受委托，对“五指山瑞园”项目中2#、3#楼首层10间临街商铺
进行公开竞价销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简介：五指山瑞园小区位于五指山市翡翠大道南端
（武警部队旁侧），项目占地面积为31067.52m2，土地规划容积率
为2.0，规划有8栋南北通透板式建筑，层数均为12层，总户数
974户，本次出售的商铺位于2#、3#，目前已封顶并取得“预售许
可证号20150006”《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本次公开竞价销售 的
10间临街商铺分布于项目2#、3#首层，总建筑面积1491.12m2，
小区内规划配有泳池、超市等配套设施，其中：1#、2#、3#楼的第
一层规划商业营业用房，其他规划为住宅。据委托方说明，商铺预
计2016年10月可交付使用。

二、挂牌价格、竞买保证金及网络竞价时间见下表：

三、公告期：2016年6月27日至2016年7月25日，对竞买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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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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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6月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楼栋号

2#

3#

商铺编号
商铺1
商铺2
商铺3
商铺5
商铺6
商铺7
商铺8
商铺9
商铺10
商铺11

建筑面积（m2）
69.86
113.7
110.25
299.84
124.13
124.13
94.9

115.68
300.51
138.12

挂牌价格（元）
760,286.00

1,213,179.00
1,176,368.00
3,039,478.00
1,324,467.00
1,324,467.00
1,032,797.00
1,234,306.00
3,046,270.00
1,444,321.00

保证金（万元）
20
30
30
80
30
30
30
30
80
30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6HN007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万宁艺鑫造纸厂20%股权。
一、基本情况
万宁艺鑫造纸厂成立于1995年7月4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

营范围：纸张来料加工，机制纸销售。万宁艺鑫造纸厂位于海南省
万宁市后安镇乐来墟万宁市纺织大院内，主要资产为原材料、产成
品等存货资产和房屋建筑物，实物资产现状较好，机械设备均可正
常使用。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值为2013.99万
元，负债总额评估值为1825.80万元，净资产总额评估值为188.19万
元；本次转让股权评估价值为37.638万元。资产情况详见资产评估
报告书。

二、挂牌底价376380元。
三、公告期：2016年6月27 日-2016年7 月25日。对竞买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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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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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10麦先生、0898-66558023徐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6 月27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6HN0076

受委托，按现状对尧海大厦三楼房屋整体公开招租，标的位
于海口市文明东路49号，共35间标间。大厦周边有超市、银行、办
证中心，是较为繁荣的市区，交通便捷、人流量大，经营前景看好。
招租面积为1204.45m2，租赁期限为三年，挂牌底价/年租金为
144000元，需缴纳5万元作为保证金。公告期：2016年6月27日
至2016年7月11日。标的竞租方式、竞价时间及最小加价幅度等
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
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网站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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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林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6月27日

大侃台

烽火欧洲杯

■ 阿成

法国欧洲杯小组赛阶段场均进
球只有 1.95 个，在历届欧洲杯中场
均进球数第二低。一场定胜负的淘
汰赛阶段各队更为谨慎，打法更为
保守，恐难拉升小组赛创下的超低
场均进球数。已打的三场淘汰赛只
进4球（若计90分钟只有3球），场均
进球数还被拉低了。

曾有过一段时期，保守思潮当

道，“1：0主义”盛行，半天不进球的沉
闷场面让人昏昏欲睡。此后，在各方
的批评声中，攻势足球的大旗又挥舞
起来，进球数明显增多。本届欧洲杯
在进球数上的“反潮流”，让人们颇感
诧异。此前看到过一些讨论，又有人
开罪扩军，扩军似乎成为欧洲杯所有
负面影响之源了。他们说，扩军让许
多弱旅加入，弱旅面对强队都采取稳
守反击的打法，因此进球数就少了。

此说貌似有道理，进球数少，从场

面上看或者是弱队死守，而强队围攻
却难得其门而入；或者两队都屯重兵
防守。但是，这种观点只看到事情的
表面现象，推理和结论都经不起推
敲。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如果进一
步扩军，甚至把直布罗陀、安道尔、法
罗群岛这种队都扩进来，岂不是会产
生更多的死守场面。但不用大脑想都
可以预料，把这些鱼腩扩进来，会带来
大量的大比分场次，进球数会飙升。

进球少的根源不在扩军，而在于

扩进来的球队，“正好”都具备一定的
实力，他们的能力不足以与一流强队
打对攻，但采取防守反击的打法，可
以做到少输球，或许能守住平局甚至

“偷”来胜利。人说欧洲无弱旅，主要
指的是“中产阶级”二三流球队的厚
度，现在看来，这些球队数量进一步
增多。足球是易守难攻的运动，一支
球队的建设和提升，提高整体防守比
较容易做到，而进攻实力的提升，更
多得寄望天才球员的诞生。欧洲杯
24强中有不少球队刚刚步入“中产阶
级”，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没有那么强
大，大牌球星更是稀少，要想在欧洲
杯这种大赛中有所作为取得突破，功

利一点打防守反击，可以理解。就算
队中有一两名进攻天才，如贝尔、伊
布、莱万，也不足以带动全队打攻势
足球，围绕个别进攻天才打防守反
击，反而是更合情理的选择。

此次欧洲杯的“反潮流”，会不会
引起保守足球的“复辟”？这倒不必担
忧，欧洲杯只是四年一届的国家队赛
事，与职业俱乐部联赛在打法上的相
关性不大；就国家队层面而言，本届比
赛不仅是首度扩军的欧洲杯，也是新
兴实力欲改写旧有秩序的欧洲杯，打
法相对保守进球少也许是特殊时期的
特例。不过，防守反击打法近些年似
乎又兴起，能否成为主流？有待观察。

这届欧洲杯为何进球少？

北京时间6月28日00：00，欧洲
杯1/8决赛将上演一场最令人关注
的对决，西班牙VS意大利，上届冠亚
军提前火拼。

在小组赛中，意大利出人意料
顺利两连胜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而
西班牙队在提前出线的情况下，最
后一轮被克罗地亚逆转，根据事先

排好的赛程，这两支传统豪强不得
不提前在1/8决赛相遇。

目前这支意大利队星光黯淡，而
马尔基西奥和维拉蒂两员大将又伤退，
他们赛前并不被看好。但在孔蒂的指
挥下，蓝衣军团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素
养和疯狂的跑动能力，踢出了传统意大
利足球的精髓。布冯+三中卫的后防

“铁四角”坚如磐石，再加上中场的三后
腰组合和两个边翼的积极防守，意大利
的防线非常牢固，他们小组赛前两轮零
失球，只是在最后一轮已锁定小组第一
的情况下被爱尔兰攻入一球。而在进
攻端，意大利则追求简练快速，不过进
攻的效果一般。对阵西班牙，是继续沿
用佩莱+埃德尔的组合，还是派上更为
灵活机动的因西涅，值得孔蒂思量。

输给克罗地亚掉入“死亡半区”，

人们讥讽西班牙“作死”。不过，对阵
意大利，西班牙还是更被看好晋级的
一方，被西班牙“作死”的恐怕是意大
利。小组赛输球或许会让西班牙以
更专注的态度来对阵强敌，而他们阵
中有更多精兵强将可供调遣。伊涅
斯塔的调度和传球依然是大师级水
准，他的威胁球和左路阿尔巴的飞速
插上已经成了西班牙的惯用套路。
莫拉塔在小组赛中攻入3球，西班牙
的攻击线有了更多选择。

不过，就是西班牙能拼下意大
利，下一轮可能对阵德国，如能进半
决赛，可能对阵东道主法国。西班牙
媒体评价：由于未能夺得小组第一，
西班牙夺冠概率降低10倍。此话看
来并不夸张。西班牙最终恐怕还得

“作死”自己。 ■ 林永成

西班牙先“作死”谁？1/8决赛前瞻

据新华社法国朗斯6月25日电
（记者张寒 郑道锦）以三场平局艰难
晋级淘汰赛的葡萄牙队25日加时赛
以1：0小胜克罗地亚队，晋级欧洲杯
八强。主教练桑托斯赛后承认这场
球踢得过于实用、并不漂亮，但他坦
白地表示，赢球才是王道。

“这是一场非常战术性的比赛，”
桑托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葡萄牙队想努力掌控比赛，但克罗

地亚队不让；克罗地亚队场面占优，
但葡萄牙队也没让他们占到便宜。
最终还是我们利用了他们的失误，取
得了关键的进球。”

双方90分钟之内都没能寻得破
门良机，加时赛一开始的激烈程度也
只是比之前小有升级，直到最后5分
钟才上演连续攻防反击，第117分钟
时C罗送出致命助攻，夸雷斯马补射
打入制胜球。

全场120分钟的比赛里，克罗地
亚共发动17次攻门，而葡萄牙队只
有5次。桑托斯就此置评时说：“如
果能打美丽足球当然最好不过，但那
不总是能帮你赢得比赛。”

但他也说：“有的时候赢球也靠

运气，今晚我们就是比较幸运的那一
方。我们在防守对方打反击上表现
不错，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方
说我们传球可以更快速些。”

桑托斯同时也对对手表示敬意：
“克罗地亚是一支出色的球队，他们
直到最后一分钟也没放弃努力，被我
们进了一球后他们反扑得很厉害，那
三两分钟里我们但凡有一点疏忽，都
可能被拖进点球大战。”

而为葡萄牙队破门的夸雷斯马
则说：“我们获胜的关键点是防守做
得好，能坚持挺过最艰难的时刻，最
后在恰当的时候成功发动反击。很
幸运我们能在120分钟里抵抗住了
克罗地亚这样一支强队的进攻。”

葡萄牙以实用足球小胜克罗地亚晋级八强

桑托斯：赢球才是王道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
两天的角逐，首届香港幸福狐狸杯网球邀请赛
昨日在海口奥林匹克网球场结束。本次比赛设
团体和女单两个项目。

在团体赛中，奥林匹克网球俱乐部获得冠
军，名列第二名至第四名的分别是天鹰网球俱
乐部、动力网球俱乐部和启航网球俱乐部。在
女单比赛中，王锡平获得冠军，陈小妹取得第二
名，其米和君怡获得并列第三名。本次比赛由
天鹰网球俱乐部主办，动力网球俱乐部承办，海
口康尚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协办。

香港幸福狐狸杯
网球邀请赛海口收拍

据新华社香港6月26日电 （记者刘宁）
2016年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26日在香港红
磡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0：3不敌美国队，以两
胜一负的战绩获得亚军。

三局的比分是19：25、21：25和17：25。
此役之前，在今年大奖赛三个分站八场比

赛中，中国队获得全胜，而美国队是7胜1负。
美国队输掉的唯一一场比赛正是在宁波站中
1：3不敌中国队。

全场比赛 ，美国队进攻成功率达到
51.09％，拉尔森拿下全场最高的18分。中国
队的龚翔宇得到全队最高的10分，朱婷和张常
宁各贡献7分。

郎平赛后总结说：“我们这次比赛的目标就
是在比赛中锻炼、学习和提高，今天这场比赛很
遗憾没给大家呈现更激烈的比赛。美国队打得
比我们预想的更快。（赛后）要总结的东西比较
多，希望中国队能够学到更多的好经验，为奥运
做好准备。”

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落幕

中国队负美国获亚军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26日，据美国媒体
报道，随着欧文和巴恩斯的最终加入，征战里
约奥运的美国男篮12人名单也终于出炉，他
们也将承担起捍卫美国篮球的荣誉及卫冕奥
运的任务。

这份名单包括：欧文（骑士），洛瑞（猛龙），
巴特勒（公牛），德罗赞（猛龙），汤普森（勇士），
安东尼（尼克斯），巴恩斯（勇士），杜兰特（雷
霆），乔治（步行者），格林（勇士），考辛斯（国
王），乔丹（快船）。

这份名单大部分是由美国篮协主席克朗吉
洛和球队主帅老K教练决定，做出这些决定并
不容易，由于包括詹姆斯、库里、威少、保罗、戴
维斯等人在内的许多明星球员选择不参加奥
运，美国队不得不挖得更深，因此名单中也有许
多在之前梦之队中不常见到的球员。

尽管少了许多巨星球员，但克朗吉洛和老
K教练组成的阵容依旧犀利，他们仍旧会是奥
运金牌的最有力争夺者，同时他们的天赋依旧
比其他球队高出一截。 （小新）

美国奥运男篮12人名单出炉

缺少巨星仍实力超群

本报讯 在北京时间6月26日
晚22：50结束的一场欧洲杯1/8决
赛中，东道主法国队先丢一球的情
况下连进两球，以2：1逆转爱尔兰
队，挺进八强。

开场仅2分钟，法国队博格巴
在禁区内推倒爱尔兰队肖恩·朗，意
大利裁判里佐利判罚极刑，布雷迪

主罚射右下死角命中。
失球后法国队大举进攻，创造

了多次破门机会。第58分钟，法国
队萨尼亚右边路传中，格里兹曼中
路包抄头球攻门得手，将比分扳为
1：1平。4分钟后，法国队将比分反
超为2：1，格里兹曼禁区中路插上
抽射球门死角，梅开二度。 （小新）

先失一球连进两球逆转爱尔兰

东道主法国挺进八强

上图：格里兹曼（上）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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