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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9021执235号

本院在执行海南龙州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叶兴飞物
权保护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10月12日向被执行人叶兴飞
发出（2016）琼9021执23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叶兴
飞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将占用的21.45亩鱼塘
及占用的8.31亩土地恢复原状后返还给申请执行人，并同时
支付申请执行人土地垦复费人民币10000元。但被执行人叶
兴飞未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条第一款规定，责令被执行人叶兴飞在2016年12月1日前退
出土地。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受委托，现对海南农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60%股
权，公开募集资金引进两家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海南农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成立于

2012年5月29日，系由海南农垦集团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亿元，小贷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专营小额贷款业务。
截止2015年11月30日评估基准日，小贷公司资产总额为123，
107，571.29元，负债总额为10，599，777.64元，净资产为112，
507，793.65元。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

二、拟募集资金额：引进两家投资者分别以不低于人民币
8438.085万元的价格持有小贷公司30%股权，合计60%股权，募
集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6876.17万元。

三、增资方式：根据报名情况确定交易方式，价格最高者确定

为最终投资者，引入社会资本做大做强小贷公司，本次增资认购
30%股权价格为每家不低于人民币8438.085万元，增资后，引入
两家投资方各持有小贷公司30%股权,海南农垦集团持有小贷公
司40%股权。

四、公告期为2016年11月7日至2016年12月30日。小贷
公司详情、对投资方的资格要求及增资条件等请登录海南省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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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 杨先生、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11月7日

海南农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60%股权增资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11HN0146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征求《海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意见的通告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是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
会议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重要举措，也是海南加强
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开发、建设具有海南特
色魅力的美丽乡村、促进全域旅游示范省
建设的重要抓手。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近年来，我
省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在对
全省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基础上，成功申报
47个中国传统村落，并获中央财政专项补
助资金。海南民族文化多元、农耕文明发
达，传统村落资源十分丰富，为加强村落的
挖掘、整理、保护和发展工作，省住建厅组
织编制了《海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目标、任务、内容、
措施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更加完善
该保护发展规划，现特向社会公众征求意
见。1.建议推荐的传统村落名单。传统村落
认定应考虑以下因素：1）现存传统建筑
（群）保存有一定的完整性，建筑的造型、结
构、材料及装饰有一定的美学价值。2）传统
村落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
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承
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村落格局、

传统建筑、文物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特
色村巷等历史环境要素等如何进行保护利
用？3.还有其它相关意见____________。
社会民众参与方式：网络、传真等方式（征
求意见有效期10日）；联系人：苏 乾；联系
电话（传真）：65238205；邮箱：jstczc@126.
com；附件：《海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主要内容。(一)规划目标。保护传统村落
总体格局和历史风貌；改善传统村落人居
环境和生态环境；发展并融入海南国际旅
游岛的全域旅游。(二)传统村落名录。

各市县初步筛选的200个村落名录

备注：标识“★”为已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的村庄，共计47个。(三)海南省传统村落
分区保护。1.核心保护区。该区是传统格局
和历史风貌较为完整、历史建筑和传统风
貌建筑集中成片的地区，是历史遗存中最
能反映传统村落的形态特征、历史文化内
涵和传统村落风貌的区域。n保护措施：修
缮毁坏严重的重要历史建筑，对现存历史
建筑加以整修，以防坍塌。保护历史建筑中
的木雕、石雕等艺术品。拆除或搬迁不符合
传统风貌特色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恢复传
统巷道路地面铺装特色。2.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区外围的其他各类对象及周边
相关用地划为建设控制地带。该区突出对
建筑功能性质、建筑形式、建筑高度、街巷
景观的控制，并改善市政公用设施，促进
与核心保护区的整体协调。n保护措施：区
内的建筑保护与整治措施应与核心保护
区的类似。区内的历史巷道、场地等空间
形态，其现有形态应得到充分尊重，不得
随意改变。3.环境协调区。为保障风貌环境
的整体性，在建设控制地带以外划定以村
落自然地形地貌、特色山水格局为主要内
容的区域，强调区内的植被种植与保育，
恢复热带植被景观。n保护措施：应重点控
制好区内自然环境，注重保护传统村落风
水林的环境与景观，恢复热带植被景观，
为村落提供良好的保护屏障和景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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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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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区

乡镇
名称

新坡镇

遵谭镇
龙桥镇
龙泉镇

灵山镇

演丰镇
三江镇
大致坡镇
国兴
街道办
府城镇
龙塘镇
云龙镇
红旗镇
三门坡镇

村落名录

梁沙村、文山村★、仁台
村、云庵村
儒文村、东谭村★、安久里村
富道村、儒鸿村、道贡村
新联村、雅文村
桂林洋农场迈德村★、高
山村、群尚村、大林村委
会道郡村★
边海村委会林市村
三江村委会罗梧村★
昌福村委会美篆村★
上丹村★
那央村
文彩村
长泰村
昌文湖村★、南畴湖村
加乐湖村、龙鲢村

海
口
市

三亚市

白
沙

昌江

澄迈县

儋州市

琼
山
区

秀
英
区

甲子镇
旧州镇

石山镇

永兴镇

东山镇
崖城镇

打安镇

细水乡
元门乡
阜龙乡
荣邦乡
邦溪镇
王下乡

老城镇

大丰镇

金江镇

永发镇

桥头镇
南丰镇
兰洋镇
光村镇
峨蔓镇
三都镇
王五镇

木兑村
包道村★
三卿村★、儒豪村、岭西
村、美社村★、荣堂村
儒本村、昌坦村、昌儒村、儒
劳村、美孝村★、冯塘村★
大坡村、赤历村
保平村★
南达村、类托村、花朗老
村、朝安村委会长流村、
可程村委会高看村
合口村
向民村、元门村、红茂村
新村村委会家加村
福英村
付俄村
洪水村★
罗驿村★、倘村、儒俄村、
龙吉村★、石矍村★、谭
昌村★、荣堂村、好用村、
马村、文大村
大丰村
大美村★、扬坤村★、美
郎村★
秀灵村★、道吉村★、南轩村★、儒昂村、儒音村★、美墩
村★、博厚村、儒陈村、美傲
村★、美楠村★、那雅村★
道僚村
海雅村、马岭排村
番加村
泊潮村
盐丁村
夏贝村
王五村

儋州市

定安县

东方市

乐东

临高县

琼海市

中和镇
东成镇

定城镇

新竹镇
龙湖镇

雷鸣镇

龙河镇

岭口镇

翰林镇

龙门镇
江边乡
黄流镇
佛罗镇

国营红华
农场乡
嘉积镇

博鳌镇

谭门镇
长坡镇
大路镇
万泉镇
中原镇
阳江镇

龙江镇

石壁镇
会山镇

彬村山华
侨经济区

七里村
里仁村、新坊村
莫村、鹿池村、春内村委
会春内村★
卜效村★、三滩村★
高林村★
龙梅村★、南曲村、仙坡
村★、上大坡村
南引村、佳塘村
儒木塘村、领口村委会黄
坡村★
章塘村、沐塘村委会、火
星村委会、良星村委会、
旧市城村
久温塘村
白查村★
黄流老村★
老丹村★
透滩村

雅洞村、温泉村、大礼村
大路坡村、南强村、北山村委
会、乐城村委会、留客村★
多亩村
文屯村、龙湾村
竹湖村
丹村
莲塘村★
阳江老街
双举岭村、博古村、莲塘园
村、南望沟村、石盘园村
丰前岭村
加脑村、黎伍村

印尼村

琼中

屯昌县

万宁市

文昌市

五指
山市

湾岭镇

黎母山镇
长征镇
红毛镇
屯城镇

新兴镇

枫木镇

乌坡镇

南吕镇
南坤镇

西昌镇

龙滚镇
东澳镇

文城镇

蓬莱镇
会文镇
潭牛镇
东阁镇
文教镇
翁田镇
抱罗镇

铺前镇

水满乡

通什镇

毛阳镇

金妙朗村★、鸭坡村、岭
脚村、竹朗村、老市村
水上市村
潮村村委会会新村
番响村
大同村、海新村、花料村
南歧村、圆坡村、新雄村、
沙田村
市坡村、新村坡
乌石坡村、美华村、青梯
村、鸭塘村
郭石村、新村村、大城村
西排坡村
南田村、里仁内村、仁教
大坡村
福塘村
镜门村
后僚村、松树下村★、西
山园村、下山陈村、小美
丹村、义门二村★
德保村、东头村
十八行村★
仕头村
鳌头村、美柳村、富宅村★
美竹村、水吼村
北坑东村
白石村
白石村、美兰村、后港村、
铺鱼村
水满新村
番那村、番慢村、番香三
队、番香六队、福建村、番
茅村、番芭村
毛栈村委会方满村、初保村

本报老城11月6日电（记者王
黎刚）“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澄迈
县迎来基地落户以来的一大盛事——
2016国际旅游岛“澄迈-九龙杯”全国
业余围棋公开赛昨天在此开幕。来自
欧美、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内地、中
国台湾和我省的 24 支围棋劲旅近
300名棋手，将向25万元的总奖金发
起冲击。

本次比赛共赛7轮，采用围棋队
际赛制，共有24支队伍、近300名选
手参赛，是2013年队际赛创建以来规
模最大、参赛队伍和人数最多的比
赛。获得前三名的队伍将分别赢10
万元、6万元和3万元奖金。获体育道
德风尚奖的队伍和最佳组织奖的单位
将分别获得1万元奖，本次比赛总奖
金为25万多元。

本次比赛高手云集，其中包括我国
著名职业棋手曹大元九段、林峰六段、
王垚六段、岳亮六段、张英挺五段，他们
分别担任各参赛队的教练员。我省派
出了海南省农垦、海口合利通2支队伍

参加比赛。弈城围棋网、弈客围棋网对
本届比赛精彩对局进行现场直播。

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在开幕上
说，澄迈是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富硒福
地、中国绿色名县、中国最佳休闲旅游
县。另外，“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
今年7月落户澄迈，这对促进海南体
育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带动互联
网+体育产业，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
用，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前中国棋院院长、现北京围棋基
金会理事长华以刚对海南的气候条
件、接待工作和办赛能力赞不绝口，并
从候鸟老人养生、娱乐的角度提出了
个人见解。他希望大家在让老人“老
有所养”的基础上，也要重视“老有所
乐”的问题，以更大的温情，让老人更
多加入到围棋等智力运动中来，让澄
迈“世界长寿之乡”的品牌打得更响。

本届赛事由省文体厅、澄迈县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省围棋协会承办，海
南九龙温泉度假酒店、海南星合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澄迈开赛
国内外24支劲旅争夺25万元总奖金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李少雄 摄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王黎
刚）“中国梦·舞九州—领舞杯2016年
全国广场舞大赛（海南陵水）暨中国广
场舞公开赛”，将于本月16日至18日
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

据介绍，2016年全国广场舞大赛
经广泛调研，响应大众需求，将赛制设
置为为三站预赛，一站总决赛+附加
公开赛。本次总决赛及公开赛，将进
行国家推广12套广场舞的规定套路
比赛及创编或改编的自选套路比赛，
评委现场打分。活动旨在积极推广国
家推广12套规定套路的同时，鼓励和
倡导大众创编具有健身功效，又有审
美品位的大众健身广场舞。

今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
划（2016—2020年）》中，将广场舞列
为重点推介项目。海南省十分重视和

支持开展广场舞活动，将广场舞纳入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组成部分，积极
创新开展丰富多样，贴近大众需求，服
务大众健身，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全
省开展“全民健身广场舞示范站建
设”、举办“全民健身广场舞环岛巡回
公益培训”，举办覆盖城镇、乡村的“海
南省文明生态村健身广场舞大赛”
等。健身广场舞在海南城乡喜闻乐
见，广泛开展。

此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
心、中国社体指导员协会、海南省文体
厅、陵水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南省
体育总会、海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
会、海南省健美操协会、陵水黎族自治
县文体局、梦舞九州国际文化科技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承办。中信银行、海南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给予赛事支持。

全国广场舞总决赛
本月16日在陵水举行

11月6日下午，第一届中国船东海岸拉力赛
的3艘参赛帆船与1艘游艇先期抵达终点站分界
洲岛，另有10余艘帆船将于次日从三亚航行抵达
该岛。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船东海岸拉力赛船队
抵达分界洲岛

新华社拉斯韦加斯11月5日电
（记者李博闻）中国职业拳手邹市明
5日在这里与泰国选手帕波姆（之前
名为坤比七）打满12回合，最终凭借
点数优势取胜，首次夺得WBO（世界
拳击组织）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

邹市明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两次夺得奥运
会金牌，此外他还拿到过亚运会、世
锦赛的拳击金牌。凭借本次职业世
界拳王金腰带，邹市明实现了拳击生

涯的“全满贯”。
这是邹市明继2015年3月在澳

门点数惜败阿泰·伦龙，与金腰带失
之交臂之后，再一次冲击世界金腰
带。

在首回合两人的短暂试探后，邹
市明在第二回合加强了进攻，并将对
手击倒。第六回合，邹市明滑倒但很
快站了起来，两人在该回合攻防上互
相挑衅。比赛过半，邹市明依然占据
优势。第10回合，帕波姆加强出拳，

邹市明稍显被动，不过依靠稳固的防
守和灵活的脚步，邹市明的反击也颇
为及时有力。第12回合，帕波姆做
最后猛攻，但邹市明依旧掌控着比赛
节奏，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此前来自泰国的帕波姆职业拳
手生涯只有一败，而击败他的正是邹
市明。2014年11月，他与邹市明鏖
战12回合后以点数落败，但此后的
12场比赛泰国人全部以压倒性优势
赢得胜利。

打满12回合，凭点数优势胜泰国选手帕波姆

邹市明首夺世界拳王金腰带

新华社拉斯韦加斯11月5日电
（记者李博闻）5日首夺WBO（世界
拳击组织）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
邹市明表示，过往就像一场电影，感
谢所有的历练，现在可以自豪地说，
自己该拿的都拿了。

“过往就像一场电影，从开始备
战3个月到今天，场上每一分钟，每
一回合，”邹市明说，“训练我使尽了
每一分力，比赛打得非常谨慎，就怕
有一点点闪失，我迫不及待要拿这条

金腰带。”
“仿佛上天就是要给你很多历

练，再次通过努力，再次启程，再次
出发，再次参与，最终达到梦想，”邹
市明说，“感谢所有的历练，邹市明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个子，慢慢地
肩负着中国拳击的梦想，一步步去
突破，现在我敢自豪地说一声，该拿
的我都拿了。”

邹市明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两次夺得

奥运会金牌，此外他还拿到过全
运会、亚运会、世锦赛的拳击金
牌。凭借本次职业世界拳王金腰
带，邹市明实现了个人拳击生涯
的“全满贯”。

“今天总体发挥了水准，我也
希望能够提前KO（击倒）对手，但
我没有心急，大赛里不能有一点点
闪失，今天以明显的优势取得了胜
利，也完成了自己的大满贯。”邹市
明说。

邹市明：感谢所有历练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
两周的角逐，2016“钙立速”中国海南桥牌节昨
天在海口落下帷幕，云南金石队和海南南山队
分获公开团体赛和混合团体赛冠军。

本次桥牌分别在三亚和海口两地举行，吸
引了众多国内顶尖牌手及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桥牌爱好者参加。“棋圣”聂卫平参与了公开
团体赛的角逐。桥牌节活动主要包括公开团体
赛、混合团体赛、公开双人赛、混合双人赛、良师
益友双人赛、老年团体赛6个正式赛事及IMP
双人赛、一副一比团体赛等多个边赛，总奖金高
达200万元，单项赛事奖金也高达30万元。

在本次桥牌节上，云南金石队以总分132
比68战胜了老兄弟队，夺得了“海航杯”公开团
体赛冠军，并赢得了13.5万元的冠军奖金。在

“三亚南山杯”混合团体赛上，海南南山队以
100.5比 100险胜湖南铭凯队夺冠，并获13.5
万元的冠军奖金。

本次中国海南桥牌节最后一个项目老年团
体赛昨天结束，比赛吸引了来自海南、湖北、四川
及台湾等地的24支队伍100多名老年桥牌爱好
者参加，经过7轮116副牌的比拼，最终台湾叶
氏队获得冠军，赢得4万元奖金。广州粤涛队和
三亚海河俱乐部（南山）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

本次桥牌节由中国桥牌协会、省文体厅、三
亚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南省桥牌协会、三亚
市桥牌协会、三亚南山景区承办。

中国海南桥牌节落幕

据新华社巴黎11月5日电（记者张寒）由
于拉奥尼奇因伤退赛，29岁的穆雷5日不战而
胜，挺进巴黎网球大师赛男单决赛。这样，英国
人将在下周一公布的新一期ATP世界排名时
以至少5分的优势超越德约维奇，锁定世界头
名位置。

这将是英国网球史上首次有男选手荣登世
界排名第一的宝座，而穆雷也继1974年以30
岁“高龄”登顶的澳大利亚网球名将纽康姆之
后，成为ATP世界排名自1973年创始以来初
登榜首之位时第二“年长”的球员。

晋级巴黎大师赛决赛

穆雷锁定世界第一

西甲战报
（第11轮）

皇家社会2：0马竞
皇马3:0莱加内斯

拉斯帕尔马斯 1：0埃瓦尔
奥萨苏纳0：1阿拉维斯
格拉纳达 1：1拉科

英超战报
（第11轮）

切尔西5：0埃弗顿
曼城 1：1米堡

西汉姆 1：1斯托克
伯恩利3：2水晶宫
伯恩茅斯 1：2桑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