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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前奏

海口市规划局《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A-1-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拟建“海南中和国际城”项目位于丘海

大道与南海大道交汇处东南角，属城西片区控规A-1-3地块范围，
我局拟按程序进行控规局部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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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29日至9月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www.hkup.
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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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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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林诗碧。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7月29日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二

期）施工、监理招标。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招标代理：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概况：建设规模为
8733.4亩（详见各标段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工期：365日历天；本项目
施工标设2个施工标段，每个投标单位最多可参加1个标段的投标，且允
许中1个标段；监理标设1个监理标段。资格要求：施工标：投标人具备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监理标：投标人具备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
级（含丙级）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招标
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8月1日至8月5日，在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网、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联系人：李工68572646

海南唐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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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8月15日上午10:00在我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目前尚在建设中的位
于海南省定安县塔岭新区富民大道西侧公园一号第三期B栋商住楼
共 29套房产，即：第一单元第二层201、202、203，第三层301、302、
303，第四层401、402、403，第五层501、502；第二单元第二层201、
202、203，第三层301、302、303，第四层401、402、403；第三单元第二
层201、202、203，第三层301、302、303，第四层401、402、403号房。
参考价：340.51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情况说明：以上标的整体拍卖，成交后除契税由买受人承担外，其
他所有的相关税费由被执行人承担，承担方式为从拍卖所得款中扣
除。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8月12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2016年8月12日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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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分别填明：竞买人姓名、（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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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联系电话：0898-36375711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县乌烈镇峨港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三

期）施工、监理招标。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招标代理：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概况：建设规模为
9165.96亩，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灌溉、排水、配套建筑物及道路工程，
（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工期：365日历天。本项目设2个施工标段，
每个投标单位最多可参加1个标段的投标，且允许中1个标段。资格要
求：施工标：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
师资格；监理标：投标人具备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含丙级）以上资
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
年7月28日至8月3日17:30时止，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网、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联系人：王工0898-68502229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一期）监理。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建设规模：8021.2 亩，建设
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工程及配套建筑物。（详见
图纸）；招标控制价：559000.00 元；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
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具备具有水利
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含丙级）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乙
级）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本
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年7月29日至2016 年8月4日17:30时止，在海南省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具体
公告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海南
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招标代理机构：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王工、黎工（0898-68554335）。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7HN009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

公告期：2016年7月29日-2016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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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

车辆牌照
号码

琼AAG562

琼AD1667

琼AM9773

厂牌型号

思威牌DHW6457B

雅阁牌HG7201A

富迪牌NHQ6510A3

排气量

2.0

2.0

2.237

行驶里程
（万公里）

14.9

18.4

10.5

登记日期

2010.09

2006.09

2009.01

手/自动档

手

自

手

保证金

80000

23000

8000

挂牌价
（元）

80000

23000

8000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
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
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
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
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
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
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
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
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
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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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17时(以保证金实际
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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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17:3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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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上午8：30
至2016年8月29日下午15：3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
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
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
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
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联系人: 郭先生 查询网
址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
com/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地块位置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
组团控制性详细规
划2-07-5地块

地块面积（亩）

7.849（合5232.8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
项目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建设年限

2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0.6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挂牌起始价
（元/平方米）

1085.85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保证金（万元）

340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国土资公告〔2016〕16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
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2-07-5地块

7.849亩商业设施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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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国土资公告〔2016〕19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2-13-2地块11.433亩
商业设施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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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位置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
性详细规划2－13－2地块

宗地面积（亩）

11.433亩
（7622.1平方米）

土地
用途

商业设
施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0.6，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
期限

2年

挂牌起始
（元/平方米）

1128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15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
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
文件。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
加本次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
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
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
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
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
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
市国土资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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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
下午17时(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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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17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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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6年8月18日上午8:30至2016年8月30日上午10:00。七、其他
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
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受理报名、报价时
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三）本次
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
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联系人：郭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国家文物拍卖许可企业）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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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1、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56号“水云天”二期10号楼102号房
产(建筑面积：217.16m2)，参考价：142.2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2、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美华路7号水云天三期1号楼7层3-
701房(证号：海房字第HK356727号，建筑面积：145.39m2)，参考
价：8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8月16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
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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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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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6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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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454890000617、标的 2账号：1009454890000618；6、缴款
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
明：上述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奥运三连冠，跆拳道历史上史无
前例。中国跆拳道领军人物吴静钰，
已强势复出，如今正向里约奥运金牌
发起第三波冲击。

29岁，相对“大龄”，吴静钰却始
终保持在世界顶尖水平。出道15年，
一路坚持，一路传奇，从小钰成长为钰
姐，从吴氏旋风“吴影腿”独孤求败，到
因伤病淡出，迅速复出后实现超级全
满贯，如今的吴静钰已成为撑起中国
跆拳道的顶梁柱和灵魂人物。

不舍离开，强势复出

“我热爱跆拳道，不舍得离开这个

舞台。”吴静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运动的赛场是有一种魔力的，有
很大的吸引力，会让你很舍不得离开”。

在吴静钰心里，一直有着只要身
体能恢复，就要回到赛场的信念。
2015年2月，她重返国家队，国家队
领队兼主教练管建民教练对她宽松相
待，“试一试吧，能练就练，不能练就带
着队员一起练。队里需要领军人物，
你带领他们走一段路。”

在那段低谷期，吴静钰就跟着
练。令自己和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仅
三个月后她竟然参加了世锦赛并拿到
亚军。

2015年5月，吴静钰第四次站在世

锦赛领奖台上，12月夺得世界跆拳道年
度总决赛49公斤以下级冠军。时隔三
年，重回世界第一，吴静钰在一年内斩
获七枚国际比赛金牌，因此完成了奥运
会、年度总决赛、世锦赛和大运会的跆
拳道世界大赛个人项目全满贯。

她感慨道：“没想到我从武功全
废，竟然真就恢复过来了。特别感谢
管建民教练，是他给了我未来。”

灵魂人物，突破自己

在新的奥运周期里，中国跆拳道
队需要吴静钰充当队内“灵魂人物”。
她的角色不只是一名运动员，更像是

个心理导师、精神支柱。吴静钰自己
也觉得，最珍贵的不是金牌，而是这段
参与奥林匹克、分享奥林匹克的经
历。作为助理教练，她只要能把自己
的经验和作风传承给师妹师弟们，就
开心不已。

一次训练受伤，郑姝音的脚肿得
老高，就连穿鞋都成了问题，1米92
的大个子只能光着脚在北体大的校园
里一瘸一拐地走路，看到身边的郑姝
音兴致不高，吴静钰二话没说便把自
己的鞋也脱下，边脱边说：“来，姐陪你
一起！”

2014年8月10日，吴静钰与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一起参加了青奥会活动

的晚宴，晚宴上两人交谈甚欢，当场相
约，如果蝉联三届奥运会冠军，巴赫会亲
自给吴静钰颁奖。吴静钰对此觉得颇为
荣耀，“这就是我收获到奥运会奖牌以外
的东西，如果我不选择复出，不选择继
续，这些东西可能都不会存在。”

“跆拳道运动员用腿踢不出世界
纪录，只能靠时间去积累”，吴静钰说，
她没想要成为英雄或奇迹，只想最大
限度地做到极致，去突破自己。“不只
是金牌，精神更重要”，她说，而对于更
远的未来，“只要我觉得身体还可以，
就会继续打下去。”

记者 杜白羽 王浩宇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国跆拳道领军人物吴静钰——

冲击三连冠，精神比金牌更重要

世界顶尖选手辈出的中国女子柔
道队，在经过了伦敦奥运周期青黄不
接的尴尬后，终于又迎来了新的领军
人物：于颂，这位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
一的选手，期待着在里约奥运会上，用
一枚金牌完成一次完美的传承。

“在里约奥运会上，我的三个主要
对手分别是上届奥运会冠军古巴选手
奥蒂兹、东道主巴西的阿尔特曼以及
一个日本选手山部佳苗。此前，我和
她们这几年在比赛中都交过手，我的
胜率较高，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
是拿冠军，”于颂在自信地说。

历年来，女子78公斤以上级一直
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目前于颂
在这个级别上奥运积分排名世界第
一，而她所提到的奥蒂兹、山部佳苗和
阿尔特曼的世界排名也排得很靠前。

“有信心夺冠源于多年的历练，这
些年国际比赛、世界大赛多次夺冠让
自己有了很多信心。”29岁的于颂说，

“金牌任务是压力也是动力。虽然我
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我也是一名
老运动员，经验也比较丰富，技术动作
全面，技术上也会占优势。”

不过于颂也没有盲目乐观，她表
示力量相对较小是自己的一块短板，
里约奥运会前的这段时间会进行针对
性的训练。

“开赛前要做一些针对性强的训
练，多看对手的比赛录像，找出自己和
对手的优缺点，从而进行技战术准
备。要研究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控

制对手的长处，攻击她的短处，这个阶
段是比较重要的，”于颂说。

于颂最近两年的状态非常好，接
连拿下亚洲锦标赛、世界柔道大满贯
赛、世界柔道大师杯赛和世锦赛冠军，
世界排名第一。

29岁的她少年得志，早在2002
年就进入了国家队，但却大器晚成，遭
遇过很多次失败，直至进入到里约奥
运周期后，才终于开始爆发。里约奥
运会上，她已被视为中国女柔的领军
人物，被寄予厚望。

“我希望奥运会时能够打出世锦赛

上的霸气，展现实力，成为真正的领军
人物。不过我会摆正心态和位置，做好
自己的事情，每一堂训练和每一场比赛
都打好了，最后结果一定是好的。”

于颂早在2013年全运会后就已
成婚，她的爱人是山东省的一名柔道
教练。

“已婚的身份让我没什么后顾之
忧，也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我老公是
柔道教练，两人都是干这行的，平时聊
天经常是训练中的事情，这对我有很
大帮助。”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
6天45场的比赛，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篮球锦
标赛昨天在澄迈县澄迈中学体育馆结束。最
终，琼海队和澄迈队分别获得了男女组冠军。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海口、三亚、琼海、儋州、
澄迈、乐东、五指山、白沙、临高、保亭等10个市
县的16支男女代表队参赛。最终，琼海、海口、
儋州代表队获得了男子组前三名。在女子组比
赛中，澄迈队、海口队和儋州队获得前三名。澄
迈、海口、白沙、乐东、保亭5个代表队获得了体
育道德风尚奖。

据了解，组委会对参赛球员进行了技术评
定。技术评定是我国U系列青少年比赛赛前测
定，是对青少年篮球运动员身体潜力和技术水
平的摸底。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测试均按照篮管中心有关
文件进行。篮球技术动作的不规范将直接影响
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长远发展。往届测试，海
南省青少年篮球技术动作均暴露出较多问题，
但随着近几年青少年篮球比赛的规范要求，投
篮、运球动作不规范现象逐渐改善。

本次赛事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
办，澄迈县文体局承办，澄迈中学协办。

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落幕

琼海队和澄迈队
分获男女组冠军

于颂：中国女柔新的领军人物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王
黎刚）中式八球世界冠军石汉青海
南挑战赛暨首届“心灵杆应杯”中式
八球大奖赛今天在海口心灵杆应桌
球会所正式开杆。

2016 年中式八球世界锦标赛
冠军得主石汉青出席开幕仪式，并
与到场的 60 余位台球爱好者交
流、切磋球技。据悉，此次台球大
奖赛为期 4 天。比赛项目为中式
八球个人赛，赛事会根据不同级别
进行让球、让局。本次比赛的冠军

选手与中式八球世界冠军石汉青
展开一场25局 13胜的挑战赛，获
胜者将获得 10000 元奖金。比赛
场所均设在心灵杆应桌球会所，接
受现场报名参加比赛。

本次大奖赛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比赛聚集喜爱台球运动的朋
友，在比赛的同时传播台球文化，
推广海南的台球氛围，不断提高海
南台球选手的竞技水平，众多台球
爱好者对“以球会友“的方式也表
示赞赏。

海口举行中式八球大奖赛
世界冠军石汉青到场助兴

28日，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新华社柏林7月27日电 德国足协前主席
尼尔斯巴赫27日表示，将针对国际足联道德委
员会对自己禁足一年的惩罚提起上诉。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25日宣布了对尼尔
斯巴赫的处罚决定，禁止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
和足球相关的任何活动1年。

今年3月，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正式开始
调查德国涉嫌以贿选方式赢得2006年世界杯
举办权的问题，包括贝肯鲍尔、尼尔斯巴赫在内
的6人成为被调查对象。

尼尔斯巴赫曾任德国足协主席，是2006年德
国世界杯的组委会副主席和国际足联执委会成
员。他在去年11月被迫辞去德国足协主席职务。

被禁足1年

德足协前主席将上诉

新华社深圳7月27日电 德甲劲旅多特蒙
德队球星香川真司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足球在进步。

“我这次来中国感受到了很好的足球氛
围。这几年中国足球其实也已经慢慢在进步，
出现了很多新球星。”香川真司说。

在来深圳之前，多特蒙德队访问了上海，并
在国际冠军杯的首战中4：1击败英超的曼联队。

多特蒙德球星香川真司：

中国足球在进步

于颂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