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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敏遗失身份证，证号：

37010319500125053X，声 明 作

废。

▲文紫妮遗失身份证、驾驶证，

（2017 年 1 月 30 日）证 号 ：

460100197405155127，特 此 声

明。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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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金沙湾片区六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
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位于海口市金沙湾片区，六
块地共计376502.29平方米，各地块的面积、用途、出让年期见下表。

根据海规函〔2017〕218号，各地块用地规划性质及规划条件见下表。

其他规划控制要求详见海规函〔2017〕218号。本次六宗的土地使
用权搭配一次性拍卖出让，拍卖起叫价为178658.2234万元。二、竞
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一）在海口市行政
辖区内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二）竞买人报名需由海口市教育局出具证明认定，符合海口市教育局
《关于提供金沙湾片区教育用地办学条件的函》（海教函[2017]52号）
中的资格条件（教育局联系人：邓小芳 联系电话：68724603、
68724360）；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

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
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本次拍卖不接受联合申请竞
拍。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整数倍。四、竞买咨询及
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
横路国土大厦五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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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
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7年2月
9日至2017年2月23日16:00整（北京时间）。五、竞买保证金。竞买
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78658.2234万元人民币。六、资
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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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7年2月28日16:00整
（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举办。七、其它事项 。1、本次拍卖出让的六块国有建设用地已
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4年内
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
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
规定;2、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
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
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
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
成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咨询电话：
（0898）68531700 65303602；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2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地块号

A0102
A0601
A0701
A0801
A0901
A1001

面积（m2）

31942.42
81930.10
61460.79
83080.93
67079.15
51008.90
376502.29

用途

住宿餐饮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教科用地
城镇住宅
城镇住宅

出让
年期
40
70
70
70
40
70

备注

建设标准不低于五星级的酒店

中小学用地
含不低于20%的商业用地
含不低于20%的商业用地

序
号
1
2
3
4
5
6

地块号

A0102
A0601
A0701
A0801
A0901
A1001

用地性质

旅馆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R2
二类居住用地R2

中小学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容积率
（≤）
1.0
2.5
2.0
1.0
2.0
2.5

建筑密度
（≤%）

30
25
25
30
30
30

绿地率
（≥%）

35
40
40
35
35
35

建筑限高
（≤m）

80
80
80
45
80
80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7）第2号

新华社伦敦2月2日电 （记者
王子江）前切尔西球员兰帕德2日宣
布退役，他长达21年的职业球员生
涯从此画上句号。

38岁的兰帕德最后一个赛季是
在美国大联盟纽约队度过的，去年
12月他离开纽约回到英国，虽然有
多个英超俱乐部邀请他加盟，但他还
是决定开始新的人生。

兰帕德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退
役决定的，他说：“经过令人难以置信
的21年之后，我决定结束自己的职

业球员生涯。尽管我收到了来自国
内外不少令人激动的邀请，但在38
岁的年龄，我感觉应该开始人生新的
篇章了。”

他还说：“我非常自豪自己曾经赢
得的那些冠军，也为攻入过300多个进
球、代表英格兰参加过100多场比赛感
到自豪。我的心更多的是属于切尔西，
这个俱乐部给了我很多伟大的回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给我的机会，也不
会忘记我们一起取得的成功。”

兰帕德从西汉姆联队的青训营

脱颖而出，2001年他以1100万英镑
（1英镑约合8.67元人民币）的身价
加盟切尔西。在“蓝军”的13个赛季
里，他共上场649次，攻入211球，是
切尔西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他
后来又从纽约被租借到曼城效力了
一个赛季。

他生涯赢得过11座冠军奖杯，
其中包括一个欧冠奖杯和3个英超
奖杯。

兰帕德正在攻读教练课程，将来
的目标还是在英超执教。

出生日期：1978年6月20日生于伦敦
国籍：英国
职业生涯：

1995年，兰帕德与西汉姆联签
下了职业合同。2001年，以1100万
英 镑 的 身 价 加 盟 蓝 军 切 尔 西 。
2014年7月24日，离开效力十三年
的切尔西，加盟美国职业大联盟新

军纽约FC。2016年11月15日，与
纽约FC合约期满。
主要奖项：

2004-2005英超冠军
2005-2006英超冠军
2009-2010英超冠军
2011-2012欧冠冠军
2005世界足球先生第二名

2005欧洲金球奖第二名
进球：

为切尔西出场 649 次打进 211
球，为队史第一射手，也是英超历
史上进球最多的中场球员。

为纽约城出场31次打进15球。
为英格兰国家队出场 106 次，

打进29球。

■ 阿成

阿森纳经常在欧冠中止步16强，
在英超联赛中总是喊夺冠，最终却要
为欧冠资格的前四名而拼争，因此有

“欧冠16郎”和类似“英超争四郎”等
外号。以往英超冠军争夺激烈，但超
级强队还不算多，进前四对于阿森纳
这种级别的球队来说，还不算太难，枪
手得以连续获得欧冠参赛席位。

本赛季情形不一样了，在切尔西
一枝独秀的背景下，英超的争冠形势
越来越没看点，而“争四”则变得空前
惨烈。

英超第 23 轮，前四球队全部丢
分，排名第五的曼城迎来追分良机。

他们没有错失机会，以 4：0 大胜西汉
姆后，积分追平排名第四的利物浦，只
因净胜球略少而继续排第五。其实第
二名热刺和第三名阿森纳也只领先第
三名和第四名 1 分而已。也就是说，
在积分榜上游，除了领头羊切尔西以
9 分优势遥遥领先外，第二名至第五
名之间只有 1 分的差距，可以说一两
轮比赛后，他们之间的排位完全可能
重新洗牌。而身后的追兵曼联，本轮
虽然 0：0 闷平副班长赫尔城，但也只
落后曼城4分，在可以追赶的范围内。

这并不是本赛季英超第一次呈现
如此胶着的竞争态势。赛季中期在切
尔西一波13连胜甩开分差之后，蓝军
身后的各路追兵积分一直交替上升，
从来没有真正拉开差距，各支球队在
积分榜上的座次，只要一场比赛的结
果就足以改变。本轮虽然曼城暂时没

有杀入欧冠区，但在他们前面的利物
浦和阿森纳状态并不稳，未来几轮重
返前四对曼城而言绝非难事。

问题是曼城自己的表现也不稳
定，他们往往在被人看好时掉链子，而
在人们对其失望时却能爆发。这种表
现有点像阿森纳，看来，曼城“立志”要
与阿森纳争夺“争四郎”的名号了。本
轮曼城大胜赢得好评如潮，许多人认
为他们找到了“新三叉戟”，有望摆脱
了前一阶段的低迷。问题是，现在还
在磨合球队试阵容，本身就是一种不
稳定的表现。

由于其他球队积分和实力与前
六名相差甚远，“争四”实际上是“六
去二”的游戏。目前看来，曼联是最
有可能掉队的，至于另一支被淘汰的
球队，恐怕得反复纠缠争个头破血流
才能决出。

这“四郎”也不好争了

西甲第21轮本周末开战，北京时
间2月4日晚，巴塞罗那将在主场迎
战毕尔巴鄂。巴萨在2日凌晨的国王
杯半决赛首回合中客场击败劲敌马
竞，当趁着火热状态在联赛中继续奏
凯，加大追赶领头羊皇马的脚步。

巴萨在国王杯半决赛首回合中客
场2：1击败马竞，可以说一只脚已迈
进决赛。由于另一组半决赛球队实力
较弱，巴萨捧起国王杯的希望很大。
不过，国王杯对巴萨来说只是安慰奖，
他们的主战场在欧冠和联赛。在联赛
中，巴萨目前落后少赛一场的皇马4
分，差距可谓不小，但在联赛还余18
轮的情况下，完全有赶超的可能。

在国王杯比赛中，巴萨MSN组
合火力凶猛，王牌梅西更是大发神威，

他不仅打入一记世界杯，还是对手防
线的最大威胁。梅西的威力一直都
在，本赛季至今赛程刚刚过半，梅西在
29场各项赛事中打进30球助攻12
次。巴萨的确患有“梅西依赖症”，但
有梅西可以依赖却是巴萨之福。

毕尔巴鄂目前排名第七，这支巴
斯克球队球风硬朗，从来都是难缠的
对手。不过，毕尔巴鄂在主场凶猛异
常，在客场则威力大减。在国王杯比
赛巴萨曾淘汰毕尔巴鄂，但双方主客
场各胜一场，巴萨主场3：1获胜以一
个净胜球优势晋级。巴萨近5场战绩
4胜1平，而毕尔巴鄂1胜3平1负战
绩平平。此番相遇巴萨坐镇主场，赢
面很大。

■ 林永成

■ 西甲第21轮前瞻

巴萨急需抢分追赶皇马

切尔西传奇兰帕德宣布退役

兰帕德简历

曼城大胜西汉姆
北京时间2月2日，在英超第23轮比赛中，曼城客场以4：0大胜西汉姆

联。图为曼城球员科拉罗夫（左）与西汉姆联球员斯诺德格拉斯争抢。
新华社发

英超第23轮

兰帕德长达21年的职业
球员生涯画上句号。 小新发

羽超联赛落幕

青岛队成功卫冕
本报讯 2月2日晚，2016-17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落下帷
幕，青岛队以3：0横扫广东世纪城
队，成功卫冕。

在与广东世纪城的决赛中，青
岛队男双张楠/高成炫先拔头筹，谌
龙随后在男单比赛中战胜孙完虎，
骆赢/骆羽在女双比赛中锁定胜
利。这是青岛队第4次夺取羽超联
赛冠军。

在早些结束的三四名争夺战
中，依靠田厚威、黄东萍/李茵晖和
何冰娇的三场胜利，厦门特房以3：1
击败浙江竞体，厦门队拿到第3名，
浙江队屈居第4。 （小文）

NBA昨日战报
骑士 125：97森林狼

勇士 126：111黄蜂

步行者98：88魔术

猛龙 104：109凯尔特人

尼克斯95：90篮网

老鹰93：116热火

鹈鹕98：118活塞

76人95：113小牛

灰熊 119：99掘金

雄鹿88：104爵士

快船 124：114太阳

公牛 128：100雷霆

⬅ 谌龙在比赛中。 小新发

海口市秀英“迎春杯”篮球赛落幕

滨濂村队夺冠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4

天、42场的激烈角逐，海口市第13届秀英“迎
春杯”篮球赛冠亚军决赛今天在海口市龙华区
苍东村篮球场收兵。在决赛中，滨濂村队以
58：54击败秀英村队获得冠军。这也是滨濂村
队第5次获得该项比赛的冠军。

秀英村队、苍西村队分获亚军和季军。滨
濂村队的8号毛至荣获评最佳球员。

海口市秀英“迎春杯”篮球赛在每年春节期
间都会举办，已经连续举办了13年。比赛旨在
加深海口市秀英区、龙华区各村间的交流，丰富
村民们的文化生活。今年的赛事囊括了秀英
区、龙华区15支队伍参赛。比赛由海口市龙华
区城西镇苍东村承办。

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
下周开杆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海南省青少
年高尔夫球巡回赛2月6日将在儋州古盐田高
尔夫球会开杆。拥有中高协和世界业余双重积
分的海南省青巡赛，自报名工作开始以来，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50名的青少年高尔夫爱
好者报名。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是立足海
南、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青少年高尔夫球赛
事。该赛事定位为与国际赛事接轨的业余青少
年公益赛。2017年的比赛由原来的全年12站
转为全年6站。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已经举办了
两年，李林强、潘洁红等本土青少年高尔夫球选
手在比赛中得到锻炼。目前，李林强名列国内
青少年积分榜（14岁）男子总分第一名。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是由海南省
文体厅、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共同主办。

国际足联亚洲区理事候选公布

张剑在列 对手有变

新华社吉隆坡2月2日电（记者林昊 刘
彤）亚足联2日公布了今年5月亚足联代表大
会上选举国际足联亚洲区理事的候选人名单，
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在列，但他
的竞选对手较之前发生了变化。

本次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4个国际足联亚洲
区理事席位，其中一名必须是女性。根据亚足联
的声明，共4人参选3个男性理事职位，包括张
剑、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菲律宾足协主席阿拉内
塔以及争取连任理事职务的科威特人法赫德。

亚足联原定于去年9月在印度果阿举行的
特别代表大会上选举国际足联理事会新增亚洲
区理事，张剑当时的竞争对手包括伊朗足协副
主席卡法轩、新加坡足协主席扎努丁以及卡塔
尔足协副主席萨乌德。然而，萨乌德遭国际足
联禁止参选，最终导致选举推迟。

本次亚足联大会定于5月8日在巴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