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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记者
王恒志 王镜宇）岁末年初短短七天，
网名为Master的神秘“网络棋手”在
网络上已经取得对包括柯洁、朴廷桓
和井山裕太在内中日韩顶级高手的快
棋59连胜，唯一一盘没能赢下的原因
竟然是陈耀烨掉线了，这盘棋被系统

“判和”，但连胜的纪录仍在继续。
在众多高手和棋迷看来，这位

Master十有八九就是去年人机大战
中大胜李世石的“阿尔法狗”，推断的
理由和逻辑也很简单：没人能这样连
胜下去。要知道，短短七天不到，倒在
Master手下的包括中韩第一人柯洁
和朴廷桓、2016年新科世界冠军唐韦
星和陈耀烨及范廷珏、芈昱廷、古力、
时越、朴永训、金志锡、姜东润、井山裕
太……能这样连胜人类一流高手的，
网友们笑言，如果不是阿尔法狗，那一
定是佐为附体了——在日漫《棋魂》
中，灵魂形式存在的大国手佐为曾在
网络围棋世界掀起一场风暴。

更令高手和棋迷们坚信这位神
秘高手是阿尔法狗的原因是，Mas-
ter在过去七天里一次又一次打破了

不少“定式”和“棋理”，很多此前被认
为“铁亏”的下法，Master最后都赢
了，类似的情况，去年的人机大战就
曾出现过。

3日晚，柯洁用大家熟知的“潜
伏”账号和Master过招，结果仍以中
盘落败告终。当晚稍早时间，Mas-
ter还连胜了韩国名将朴廷桓和元晟
溱。4日上午，Master又连续击败周
俊勋、范廷珏和黄云嵩，连胜纪录达
到了53场，唯一没有输棋的陈耀烨，
却是因为刚下了7手就掉线，被系统
判和，这也让众多网友调侃，原来能

“终结”Master的只有掉线。此后，
Master在一场1分钟一手的对局中
7目半击败了64岁的棋圣聂卫平，将
连胜纪录扩大到54场。到记者发稿
时，Master击败常昊和周睿羊后，取
得59连胜。

自李世石落败以来，围棋爱好者
们都十分期待正处巅峰期的柯洁能为
人类“扳回一城”，记者4日致电柯洁，
不过他因肠胃炎卧床，没能接受记者
的采访，他的父亲表示，目前暂时还没
有柯洁要和阿尔法狗再度上演人机大

战的消息。
不过，此次Master 横扫一流高

手都是下的20秒或30秒3次的超快
棋，如果Master真的是人工智能，快
棋无疑令其更“占便宜”，毕竟人工智

能的计算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也让
一些棋迷对Master的慢棋表现相当
感兴趣，不过目前为止Master仍然
只下快棋，只在和聂卫平对局时调整
了时间以示尊敬。

当然，在很多高手看来，不管快棋
慢棋，Master的棋力已经到了十分强
大的地步，芈昱廷在输给Master后
就发朋友圈说：“如果它的程序是中国
规则，拿黑棋还是有可能盘七的。不
过它要是把胜负标准调成让先，估计
人还是赢不了。”

和去年初人机大战掀起围棋热潮
一样，Master这次同样引发了无数关
注，业内也普遍认为这对围棋的发展
有益无害，唐韦星就在自己的微博上
表示，围棋魅力不会因此变小，也与人
工智能多么强大无关。

日本著名棋手藤泽秀行先生曾
说：“棋道一百，我只知七。”Master的
出现，或许对人类棋手打破心中的“定
式”大有裨益，柯洁在12月31日深夜
11点多的新年旧岁之交就发布微博
说：“人类数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计
算机却告诉我们人类全是错的。我觉
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沾到围棋真理的
边。但我想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棋手
将结合计算机，迈进全新的领域达到
全新的境界。新的风暴即将来袭，我
将尽我所有的智慧终极一战！”

神秘“网络棋手”在网络上横扫人类围棋顶尖高手

Master除了“阿尔法狗”还能是谁

自称“前50步天下第一”的聂卫平也挑战Master，结果7目
半落败。图为聂卫平在电脑前与Master对弈。 小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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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刺战绩排名西部第二，也是联盟
第二；猛龙虽然排名东部第二，但落后
马刺4.5个胜场。按理说。马刺主场击
败猛龙应是正常赛果，但西部第二大胜
东部第二28分就让人称奇了。事实上，
全场比赛马刺一路领先并不断扩大分
差，第三节结束时已领先30分，第四节
主力收工，完全成了垃圾时间。

马刺上一场加时郁闷输给老鹰，回
到主场战猛龙如果吞下连败，势必严重
打击士气，他们已磨好“屠龙刀”。但过
江的猛龙不好惹，上一场击败湖人之
战，猛龙“后场双枪”都有惊艳表现，德
罗赞登场35分钟拿到31分，并成为猛
龙队史上场时间最多（18823分钟）的球

员；洛瑞拿到41分9个篮板7次助攻，创
了本赛季个人得分新高。

擒贼先擒王，屠龙按龙头。猛龙
是“后场双枪”驱动的球队，这让马刺
的“屠龙”计划变得明确，他们只要让

“双枪”之一哑火，事情就简单多了。
结果洛瑞严重受制，全场只得6分，创
本赛季个人得分新低。对位防洛瑞的
是帕克，他不仅出色完成了防守任务，
在进攻端还有很大贡献，上场22分钟
就得到15分8次助攻。“法国小跑车”
近期动力十足，突破、抛投、中投，都依

稀可见巅峰期的影子。
马刺表现出色的不只帕克，当家

球星莱昂纳德上半场就砍下20分，帮
助球队早早奠定优势。莱昂纳德前一
阵受肠胃炎折腾，他的恢复也给全队
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能量。与猛龙相
比，马刺内线优势明显，“双塔”阿尔德
里奇和加索尔无情碾压猛龙的内线，
让对手的主力中锋瓦兰丘纳斯只得到
2分，而阿德自己砍下23分。

现如今的 NBA 联盟，十分流行
“小阵容”的快速突击，但马刺不赶这

个时髦，依然坚持内外有别整体均衡
的“老式”打法。从场面上看，马刺并
没有太多华丽炫目的攻击，但他们的
跑位、传切、出手总显得合理和默契；
在防守上，马刺依靠整体与轮转，随处
随时可以换防，他们是本赛季至今唯
一一支四项防守数据全部排进联盟前
十的球队。

马刺并没有个人数据十分亮眼的
球星，但这并不妨碍关键时刻有人站
出来引领球队。充分发挥整体的力
量，不时又有个体闪光，马刺的“屠龙

术”不只对猛龙有效，对付其他球队也
屡试不爽。这支朴实无华的球队，一
次次被人说“老了”“走下坡路了”，本
赛季又得面对邓肯退役的“阵痛期”，
但经过磨合，他们如今又位居战绩榜
前列，成为争夺总冠军的热门之一。

马刺自有“屠龙术”

马刺110：82猛龙
76人93：91森林狼

爵士104：115凯尔特人
步行者121：116活塞
奇才105：113小牛
国王120：113掘金
热火90：99太阳
湖人116：102灰熊

NBA昨日战报

大侃台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林永成）北京国
安新任洋帅何塞昨天刚与俱乐部在北京完成签
约，就马不停蹄飞抵海南与在这里冬训的球队
会合。何塞将率队在海南进行第一阶段冬训。

与何塞一起抵海南的还有他的两名助手阿
方索和塞尔吉奥，两人分别负责体能训练和伤
病康复。而按照中方教练组的计划，国安队海
口集训阶段的重点就是进行体能和力量训练。
据了解，何塞与国安签订的工作合同是“1+1”，
达成成绩指标之后将自动续约一年。

北京国安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到达海南
的，已在澄迈训练数日。今天清晨，何塞和他的
教练团队赶到澄迈与球队会合，正式开启冬训
工作。北京这一段连续雾霾，抵达海南后，清新
的空气和舒适的环境，让国安球员心情畅快，他
们表示，很享受在海南的冬训。

何塞是西班牙人，2001年开始执教生涯。
2014至2015赛季，何塞曾在国安队担任曼萨
诺的助手。上赛季，他执教西甲格拉纳达队，率
队成功保级。

北京国安新帅何塞
抵海南率队冬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年红田学校国
际象棋首次公开课暨昌江首个国际象棋进校园示
范点活动目前在昌江红田学校科学馆正式启动。

据悉，100多名小学生们通过此次公开课
与国际象棋老师的互动活动，从中了解了国际
象棋的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文体生活。

海南童星国际象棋俱乐部昌江分校负责人
表示，海南大约有30多万人会下国际象棋，已
举办各类国际象棋比赛100多次。省内共有
15所小学、幼儿园被授予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
校。国际象棋运动在昌江刚开始普及。

国际象棋走进昌江学校

广东123：113福建
山东130：117广厦
深圳103：101上海
青岛117：106同曦
江苏98：109新疆
吉林113：109辽宁
北京95：85山西
四川114：88广州
北控100：124天津
浙江88：83八一

CBA第25轮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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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法院委托于2017年1月

21日10时在中拍网（http://pm.caa123.org.cn）公开网络竞

价，整体拍卖下列房产：1、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时代海岸高层
T01栋（海韵阁）1904号、2004号及B、C型低密低层住宅B2型
B区25号房，参考建筑面积97.41～383.66平方米；2、三亚市河
东区下洋田嘉宾国际酒店A区3108、3109房，参考建筑面积均
为45.78平方米；3、海口市金贸西路5号德意雅苑C栋2402～
2405号，参考建筑面积56.51～58.86平方米；4、海口市海甸五
西路42号兆南绿岛家园醉绿轩14层C号房产（含室内物品），参
考建筑面积177.75平方米。以上房产整体拍卖，参考价合计
1340万元。1月14日、15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欲参加竞买

者请于1月18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人民币300万元竞买保

证金（以资金到账为准）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先锋路469

号12栋4层拍卖公司办理登记手续。（注：每个标的自由竞价时

间为 5 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 2 分钟）咨询电话：0451-

82837807 15004620022 详情请登录：www.xspm.cn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月亮湾·海中海建筑方案设计调整批前公示
海南佳亿置业有限公司的“月亮湾·海中海”项目位于昌洒镇

月亮湾北部起步区，该项目于2015年12月30日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临时许可证》，批建内容为：建筑面积66675.19平方米（其中
地上63260.81平方米，地下3414.38平方米），容积率0.3，建筑密
度4.89%，绿地率81.57%。现建设单位根据人防要求，向我局申
请增加4145.43平方米人防地下室，停车位由458个调整为548
个，其他规划指标保持不变。以上调整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
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筑方案调整等内容进
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17年1月5日至1月11日）；2、公示方
式：海南日报、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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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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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郑治贤。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1月5日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优选，免成人高考入学考试
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

62230458，三亚分校88214928，
屯昌分校67831937，东方分校25583266，
儋州分校23885117，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
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8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6】756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
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
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
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群上路1号）办理异
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
议。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35398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29日

产权
申请人
谭鸿深

申请
依据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
字第HK034235号

申请土
地面积
115.63
平方米

土地
座落

海口市美
舍河君尧村

土地权
属证件

琼府函
[1985]24号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口市
城建局

运动出汗多，喝椰树牌100%椰子水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运动健身则成为新的都市时

尚，如何能健康、有效、快速弥补运动后造成体液流失你知道
吗？椰树牌100%椰子水能满足你的要求！

椰子水富含钾、钙、镁、氯化盐以及微量钠、糖与蛋白质等多
种维生素与矿物质，且不含任何脂肪。椰子水还含有许多来自
海洋的微量元素，其电解质结构与人体血液差不多，被誉为“生
命之液”，二战期间，点滴溶液短缺，当时的医生就用椰子水当做
替代品。椰子水做为饮料补充水分的功能也广为人所推崇，椰
子水能快速补充体液和补充流汗所损失的电解质。

椰树牌100%椰子水，产自盛产椰子的海南岛，摘取约5米
高的椰子果取椰子水，有椰皮椰壳椰肉三层保护无污染，用
100%新鲜椰子水生产，非浓缩椰子水复原，原水原味，不掺水，
不加糖，一盒330ml容量等于约一个椰子水含量。运动出汗多，
喝椰树牌100%椰子水。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海口市灵山西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江东净水厂拟选址用地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江东净水厂拟选址用地位于海榆大道与绕城高速交叉口西北侧，
为保障供水安全，推进项目建设，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江东
净水厂拟选址用地进行规划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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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
月05日至0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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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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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1月05日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H-13地块动态维护公示启事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13地块位于
文城镇文建路东侧地段，根据文府函〔2016〕1246号文件，现启动动
态维护程序。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按程序将原
控规编制单位编制的更正图则及修改说明进行规划批前公示，公示
内容：H-13地块部分用地由“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容积率≤2.5、建
筑密度≤35%、绿地率≥25%、建筑限高≤20层”更正为“地块编号为
H-13-2，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容积率≤1.8、建筑密度≤25%、绿地
率≥30%、建筑限高≤15层”（详见附件），用于安排文城镇凌村村委
会军城村民小组28户宅基地建设。1、公示时间：2017年1月5日至
2017年1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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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wsjs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
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
编码：571339（3）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该更正涉及其相关权益的，应在
公示期限内向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
林莉娴。

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1月5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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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5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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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

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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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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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41号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100万吨/年乙烯及炼油

改扩建工程填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简本）公示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100万吨/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

程填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初步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现开展第二次信息公示，以便征求广大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接受公众的监督。

本工程位于海南岛西北海岸洋浦半岛南端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拟通
过填海造地建设部分乙烯厂区和乙烯火炬岛、炼油火炬岛。填海造地用海
总面积186.7736公顷。填海工程总投资约4.65亿元，总工期约12个月。

公众可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主页（http://www.yangpu.gov.cn/）通知
公告栏查阅环评报告书简本，并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提
交书面意见或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该
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

建设单位：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公司
联系人：叶工（联系电话：0898-28820631；
E-mail：82429547@qq.com）
评价单位：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向往街199号星月科创产业园3号楼
联系人：梁工（联系电话：0571-87992602；
E-mail：179007446@qq.com）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7年1月5日

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建设的澄迈县瑞溪镇罗浮洋

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已具备施工、监理招标条件，现拟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
有中级或以上职称。投标人于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
7日17时，由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企业营
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2013年1月1日至今具有总投资
人民币1000万元（含）以上的代理业绩（附招标公告、合同协议
书）盖章复印件及原件到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澄迈县国土资
源局501室报名。联系人：王小姐 联系电话：67629558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7年1月5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40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
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滨涯湖开发区11309.85m2土地使
用权中40%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S0176号】，参考价：
1147.5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1、拍卖时间：2017年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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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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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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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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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净价整体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36326216 13876355557；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中标公示
美舍河—沙坡水库水体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监理

于2017年01月04日在海南省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附楼三楼开标大厅进行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
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济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即日起3个工作日，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

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电话：0898-68724728
招标人：海口市水务局
招标代理：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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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支撑题材活跃 新年伊始“双阳开泰”

2017年A股开门红
总资产从154亿跃升到800多亿，实现跨越式发展——

海口农商银行：躬耕五载 普惠万家
海南国资委与儋州、澄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海南国资国企迎发展新契机
海汽集团IPO 本地股添新成员

2016年海南股再融资648亿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