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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星艺装饰杯”海南（儋
州）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今天在儋
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广场开幕。继
连续七年举办国际象棋超霸战后，
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又迎来国际象棋
的一大盛事。经过十几年的普及和
发展，海南会下国际象棋的人从最
初的10余人发展到30余万。全省
有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等级证书的棋
手有1500多人。对此，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副主席叶江川说，希望海南
国际象棋的发展能再上一个台阶，
多出几个高手。

叶江川说：“今年夏天在儋州光
村举行了国象超霸战，现在又举行国
象公开赛，两个比赛内容不一样。超
霸战聚集了国内外10名顶尖棋手，而
公开赛受众面很广，国际特级大师与

业余爱好者、半专业棋手可以同场竞
技。我相信国际象棋会越来越多为
大众所了解和喜爱。把海南国际公
开赛办成像超霸战那样的传统赛事
和品牌赛事，对海南，对儋州都是一
个巨大的宣传。”

儋州光村是国内第5个国际象
棋之乡，也是海南第一个国际象棋
之乡。光村也是中国国际象棋训练
基地，叶江川说，“棋牌管理中心要
充分发挥光村的作用，不但要在光
村举行高水平的比赛，还要和海南
省国象协会合作举办培训班普及国
际象棋。除了国际象棋外，光村还
能举行围棋、象棋和跳棋等棋类的
培训和比赛。要让光村基地充分发
挥功效。”

叶江川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海南的国际象棋的人口越来越多
了，但还需添把火。他希望下一步海
南国际象棋能再上一个台阶，多出几
名优秀的国象棋手，组建一支较高水
平的国际象棋队，“我相信在各级体
育部门的努力下，海南国际象棋队离
成立的那天不远了。”

在参加本次比赛的棋手中，余泱
漪和拉波特的等级分最高，也是这次
比赛的夺冠大热门。对此，叶江川认
为，现在就认定他俩有望夺冠还为时
过早。他说：“还有不少高手参加比
赛，例如中国的世青赛冠军卢尚磊、
越南和哈萨克斯坦等棋手实力都很
强，在国际大赛中并不是等级分高就
能拿冠军。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光村12月7日电）

12月7日，2016年“星艺装饰杯”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在海南儋
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广场开战。1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优秀棋手参赛，争
夺55万元的奖金。比赛12月16日结束。图为比赛现场。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激战正酣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叶江川：

希望海南国际象棋再添把火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记者林
永成）冬季宜人的气候和舒适的环境，
让海南成为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冬训
的候选地之一，也引起欧洲球队前来
冬训的兴趣。记者从海南省足协获
悉，捷克甲级联赛老牌劲旅布拉格斯
拉维亚队，将于2017年1月上旬来到
海口，进行为期约10天的冬训。

据了解，布拉格斯拉维亚队初定
2017年1月6日抵达海口，冬训球场选
择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为迎
接这支曾参加过欧冠的欧洲球会前来冬
训，海南省文体厅、海南省足协对海南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进行了封闭改
造，养护球场草坪，翻新更衣室，完善球
场相关配套设施。布拉格斯拉维亚俱乐
部工作人员曾来海口考察场地、住宿酒
店等，对场地和相关设施表示满意。

布拉格斯拉维亚俱乐部是捷克历

史最悠久的俱乐部之一，与布拉格斯
巴达并称捷克两大豪门。布拉格斯拉
维亚队2009赛季曾夺得捷甲冠军，但
近几年深陷财政危机战绩有所下滑，
上赛季获得第5名。

布拉格斯拉维亚队此次来琼冬
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俱乐部的
中资背景——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已经
收购了该俱乐部99.964%的股份。被
华信收购的布拉格斯拉维俱乐部，今
后在与中国足球的交流方面，将有更
多的动作。

据悉，布拉格斯拉维亚队除了在
海口进行10天的冬训外，还有可能参
加2017年中国足球冬季海南秀活动，
与中超球队踢友谊赛。目前上海申花
队正在海口进行为期20天的冬训。据
了解，江苏苏宁、北京国安、延边富德
等中超球队也将陆续来琼短期集训。

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队
明年1月初来海口冬训

■ 阿成

北京时间 12 月 7 日凌晨，在欧
冠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阿森纳
客场4：1大胜巴塞尔，以小组第一名
出线。

阿森纳夺得小组第一并非自己
表现多神勇，更多得感谢卢多戈雷茨
的漂亮“助攻”，这支保加利亚球队意
外地在客场2：2战平巴黎圣日尔曼，
才让阿森纳捡了大便宜。而这个幸
运的小组第一，或许是阿森纳本赛季

“转运”的预兆之一，至少有可能帮助
他们摘掉“欧冠16郎”的恶名。

虽然阿森纳自从 2000-2001 赛
季后，每个赛季都能从欧冠小组赛出
线，但是最近6个赛季都止步欧冠16

强，因此有了“欧冠 16 郎”的外号。
而没能以小组第一出线，在淘汰赛抽
签中总是碰上超级强队，被认为是阿
森纳止步 16 强的重要原因。也因
此，主帅温格本赛季一直在强调非常
希望能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

现在，阿森纳如愿以偿，但温格
却说：“今年小组第一第二并没有太
大区别。”别以为温格得了便宜还卖
乖，他说的的确是实话。在已经确定
的小组第二中，有拜仁、曼城、大巴黎
等豪强。皇马与多特蒙德将直接交
锋争夺第一，皇马要是不能赢，也将
落入小组第二。理论上，尤文也没有
稳获小组第一。显然，今年的小组第
二阵容很豪华。难怪拜仁屈居小组
第二，安切洛蒂也表示了“无所谓”的
态度。当然，安帅多少有“吃不到葡
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如此看来，对于阿森纳来说，寄

望小组第一避开强队的可能性小了
很多。但总比小组第二要好的，其
一，总体来看，最终小组第一的阵容
至少不比小组第二差；其二，温格也
说到：“先客后主的优势也很重要。”

但阿森纳能否摘掉“16郎”的帽
子？终究还得靠自己的表现。其实以
往他们也不总是抽到巴萨、拜仁这等
超级强队，“年年16郎”也不全是签运
的原因。而人们看好阿森纳今年能

“摘帽”，除了运气相伴，也多少因为他
们似乎多了些改变命运的“硬气”，不
仅在欧冠赛场。在英超联赛中，阿森
纳被调侃为“争四狂魔”，每年都喊夺
冠的他们，最终都“沦为”为前四名的
欧冠资格而战。本赛季，阿森纳有望不
再苦苦“争四”，虽然目前排名第二的他
们，也只比第四名高出1分，但近期能安
然躲过“11月魔咒”，往后前景看好，也
让人们看到了他们气质的改变。

阿森纳挥别“欧冠16郎”？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16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12月16日上午10：3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

以上车辆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竞
买保证金1万元，以款到账为准。

展示时间：2016年12月12日至2016年12月13日
展示地点：海南省烟草公司琼海公司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15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办理手续。
电话：68538825 68538965 18976947136(详细图文添加此微信)

序号
1

车牌号
琼C19176

车辆类型
华凌之星

登记时间
2011.1

参考价(万元)
4

海口市菜篮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海口市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蔬菜摊位的招商公告
为加快海口市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营业步伐，我司

拟于2016年12月10日对本市场蔬菜类摊位进行功能性试营业，现
将向全社会进行蔬菜类摊位招商，竭诚欢迎有实力的一级蔬菜批发商
户前来商洽!招商要求：1.有长期、稳定的来自蔬菜产地市场的一手供
货渠道；有紧密、畅顺的本地本岛销售渠道；有长期经营一级蔬菜批发
的经验。2.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及诚信的经营信誉。3.支持本公司的经
营管理模式。4.自试营业之日起，需每日固定供应本市场规定的16种
基本蔬菜品类中的菜品。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电话：0898-
66978832。地址：海口市粤海大道西侧（富力盈溪谷北门斜对面）

海口市菜篮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8日

《文昌市龙楼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龙楼镇位于文昌市域东部,镇区控规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
约为1193.63公顷。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及文昌市规划委
员会审议，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
1月7日（30天）。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
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网站；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
寄至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
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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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38，联系人：林丹丹。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12月8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41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由我司对涉案
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69号天诚大厦及公寓楼九套房屋使
用权【证号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政治部颁发的《军队房屋
使用证》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59】，建筑面积共
计：17021.67m2，参考价：5500万元，竞买保证金：600万元。

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12月29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房拍卖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2

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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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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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10094548900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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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hngypm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16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12月16日10:00在本公司公开拍卖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69号盛木·天一方公寓B天逸庭4层4A房，建
筑面积：75.97m2,已装修，拍卖参考价：65万元，竞买保证金：24万
元。特别说明：本次拍卖采取整体、现状、净价的方式，产权过户手续
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标的所有欠费以及过户过程所发生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报名及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 12月 15日
17:00。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年 12月 15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
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账号:46001002036053015358，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并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
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
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前到账为准。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8976435423 许先生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517609
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hngypm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二、招标代理：海南时利和

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美舍河带状公园及街边小游
园等15个公共绿地改造工程—美舍河带状公园（第七中学段）改造
与提升工程（施工）;四、工程概况：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在美舍河
带状公园（第七中学段）西侧、东侧新增部分植物、景观亭、休闲广
场、花架等。招标范围：绿化工程及相关配套施工（详见施工图和招
标工程量清单）；计划工期60日历天；质量要求合格。五、资格要
求：具备城市园林绿化叁级或以上资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
之日止近三年内承建（已完或在建）的单项合同金额在300万元
（含）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负责人具备园林绿化专业中级或以
上职称（安全生产考核证书不作要求），且无其他在施项目。六、招
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12月 08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下载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
28日9时00分，地点为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附楼（海口市海甸
五西路28号）。七、联系人：唐工 0898-6853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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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请来“会计名师” 为海南企业财务号脉

海南银行与厦门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公司业务、零售、金融市场、综合金融等方面合作

海南推多款民生保险提高特定人群保障 (H06)
小幅反弹重上3200 钢铁有色煤炭强势领涨

举牌概念“稍息”游资主导结构行情 (H13)

新华社广东东莞12月7日电（记者王浩
明）在7日晚进行的CBA联赛第15轮一场强
强对话中，依靠易建联和斯隆的出色发挥，广东
宏远主场以106：100战胜浙江广厦，用10连胜
终结了对手的11连胜。

虽然广厦外援福特森砍下全场最高的31
分，但易建联砍下28分，斯隆再添26分，捍卫
了宏远的主场。

整场比赛双方都十分胶着，首节宏远周鹏
和斯隆发挥出色建立领先，而广厦方面则多点
开花追上比分，并在本节末实现29：26反超。
次节比赛，宏远队的布泽尔开始统治篮下，而广
厦队福特森发挥出色，上半场结束广东宏远以
61：60领先。

下半场一开始，易建联连续命中三分，广厦
则多在内线寻求机会紧咬比分，第三节结束宏
远以86：84领先。末节比赛，双方比分交替上
升，在关键时刻斯隆和易建联的发挥让广东队
确立了领先，最终主场奏凯。

当晚进行的另外4场比赛结果为：山西
118：121新疆；八一92：86福建；吉林100：99
北京；天津116：126辽宁。

CBA第15轮上演强强对话

广东终结广厦11连胜

广东队外援布泽尔得分后怒吼。 小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