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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22层办公楼铝合金玻璃窗更换工程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工程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具备相
应的营业范围，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以上
（含贰级）资质及相关施工经验，拟派出的项目经理具有二

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7
年3月25日之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法人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明、安全生产许可证、注册建
筑师证书、身份证（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和类似工程
施工业绩。

联系人：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霞
洞村民委员会十
村民小组

地块
编号

文 集 建 试
（2015）-30号

地块
位置

文 昌 市 文
城 镇 镇 田
村地段

面积（m2）

466.64

土地
用途

商业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
划指标

容积率≤1.8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6层

挂牌起始价
（万元）

89.4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3.67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7〕第2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
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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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
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
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最大
满足项目开发建设条件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该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7
年3月22日至2017年4月19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
用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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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
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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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7
年4月12日8时00分至2017年4月21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7
年4月21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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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宗

地属商业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二）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
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三）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杨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22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7〕4号

海南万达峰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83288，法
定代表人：朱美瑛)：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
公司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
通知书》（琼国税七稽检通一〔2017〕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
税稽通〔2017〕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谢巍、郭海花、刘锋等人，自2017年3
月22日起对你（单位）2015年7月20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
税情况进行检查。《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
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
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7年3月22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8室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66162362

三亚嘉仕酒店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关于同意减少注册资本的决定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唯一

股东上海嘉鹏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召开了股

东会，会议由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参加，经代表100%

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同意将本公司注册资金从1000万调

整为100万，法人代表及其他章程不变。

三亚嘉仕酒店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

上海嘉鹏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7日

联系电话：0898-88276629 联系人：陈翰
联系地址:三亚市河东路182号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20日

拟出让地块位置

三亚市垃圾填埋场南侧、三亚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侧

三亚市垃圾填埋场南侧、三亚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侧

面积

12160.94m2

（西安坐标系）

3484.24m2

（西安坐标系）

规划用地性质

环卫设施用地

环卫设施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告
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017年度我市国有

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及海南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出让以下地
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公布期限为30天，若有意向用地
者，请于本出让计划公布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
用地申请。该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省

临高县信托投资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7年2月28日，该
债权总额为22922.71万元。债务人位于临高县临城镇外经大院，
该债权由债务人所提供的位于临高县医院北侧面积15828.5平方
米五栋房产作抵押，已办理抵押他项权证登记，证号：临房他证字
第62、63、64、65、66号。债务人目前已停业，属国有企业；该债权
部分涉诉，现正在执行中,已查封债务人所抵押资产。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施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668205、68623138；
电子邮件：shimin@cinda.com.cn,

wukun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5622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ixinmin@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 阿成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即将重燃战
火，中国队将迎来两场关键战役：3月
23日主场对阵韩国，3月28日客场战伊
朗。国足前四轮仅积1分垫底，若这两
战不能收获积分或者抢分不够，恐怕
理论上的出线希望都没有了。

因此，尽管接下来两战的对手都
是亚洲豪强和中国队的“苦主”，国足
都要“虎口夺食”争抢积分。据说，足
协和主教练里皮达成了争取 4 分的

战略共识，并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结
果。这个“4分战略”是：主场力争战
胜韩国，客场逼平伊朗。

以国足的实力，要实现“4 分战
略”难度很大，相信绝大多数球迷对
这4分也不抱希望。但我纳闷的是，
两战能获得的最高积分是全胜得 6
分，足协和里皮为什么没有“取6分”
的雄心，不喊出“取6分”的口号？即
使心里面知道“取6分”基本无望，也
得为这个目标尽最大努力吧。

也许提出“4分战略”是想务实一
些，主场争胜、客场保平争胜是常见的
策略。但足球场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
生，如果主场战平韩国，为了4分，我

们是不是得改变客场平伊朗的策略？
如果输给韩国，“4分战略”就提前泡
汤了。既如此，何必一开始就定什么

“4分战略”，不见得切实际，却已显勇
气不足。直接喊出“取6分”，岂不更
能鼓舞士气。在足球场上，赛前“说大
话”并不可耻，未战先怯才是怂包。

其实绝大多数球迷对国足出线
已不抱希望了，但不管能不能出线，
国足都必须打好余下的比赛，特别是
要展示出积极进取、全力争胜的精神
面貌。至于不自量力导致惨败的担
心，也大可不必，里皮是世界名帅，率
国足出线或许勉为其难，但我们至少
可以相信他不会让球队乱踢一气。

国足为什么不争取6分？
大侃台

“新奇世界·半山半岛杯”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不但是成年帆船
发烧友比拼的战场，也是青少年爱
好者表演的舞台。在本次比赛中新
设了适合少年帆友比赛的op级帆
船赛。可别小看了这些9岁至15岁
的孩子，他们的志向是未来要和这
些叔叔阿姨一样，驾驶大帆船环岛
航行。

今年9岁的三亚少年马海博是
参加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在
2016年海帆赛组委会与三亚市政
府举办的“OP 帆船进校园”活动
中，他第一次接触了帆船。当时，
他出海连衣服都不会自己换，但通
过OP帆船的学习，马海博的生活自

理能力得到了大大提升。马海博迷
上了帆船，连续参加了三期培训，简
直上瘾。马海博有一次在海上飘9
个小时，这让教练都大感吃惊。练
op帆船后，马海博变得坚强了不
少。他说，他的梦想是长大后能在
海上驾驶大帆船远航。

黄梓恩和黄梓豪是一对来自
宝岛台湾的亲兄弟，哥哥14岁，弟
弟 8岁。他们是在无锡首次接触
帆船项目，学习3个月后，就此爱
上帆船。他们的妈妈陈丽卿带他
们来三亚比赛，费用不菲，但看到
小孩非常喜欢，能在这项运动中享
受到快乐，她觉得很值得。11岁
的三亚小朋友吴随安是个帆船高

手，他每周坚持上帆船训练课，已
经考过了两个等级证书，这是他第
二次参加正规的 OP 赛。吴随安
的妈妈说，孩子学习帆船之后懂事
了很多，帆船比赛是一个人在大海
上，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去判断，对
孩子的锻炼很大。12岁的王紫宇
来自山西，目前常住三亚。她是参
赛选手中为数不多的女孩。她和
她爸爸都觉得，小朋友驾着小船，
在茫茫大海上乘风破浪，很有意
思。王紫宇的目标是长大后能驾
帆参加环岛赛，感受一把真正在大
海里航行的感觉。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海帆赛上少年帆友人小志气大——

长大了要在大海开大帆船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近40个小时、280海里的
航行，19支参加“新奇世界·半山半
岛杯”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三亚
至海口（西海岸）船队今晨陆续抵达
海口。4时30分，友宝号最先抵达
海口。5时50分海浪号第二个到
达。蓝色引力号7时抵达。

不过，最终成绩出炉后，夺冠热
门友宝号在 IRC1 组位列第四。
IRC1组前3名为海口号、陵水号和
三亚号。著名船队海狼号位列
IRC2组头名，由全女子水手组成的
小雨号排名垫底。IRC3组，亚太航

海号高居第一。
在 40个小时的航行中，友宝

号、海口号与三亚号一直处于领航
地位。在进入东方市海域后，船只
驶进两股风交汇的弱风区，船队1
小时内只跑了10海里。海狼号颜
宇业表示：“前面我们跑得很远，
风速减小后，被其他船队追上。但
我们在夜航的时候3小时便换班，
友宝号进港时，我们的距离是5-6
海里。”

离岸的夜航是对船员们精力、
协作以及经验的多重考验，海面除
了船舷两侧的夜航灯什么都看不

见，所以为了保障船只的安全航行，
船员们必须轮流值夜，负责夜间的
各种操作。

21日和22日，19支船队的船
员将在海口休整两天。22日，组
委会将举行环西颁奖仪式。23
日，19支船队将启航，沿着东部海
岸驶向三亚。今天，IRC4-6组的
20支船队从三亚出发，开始了三
亚-万宁的往返拉力赛。截至记
者发稿时，海上轻骑号、阳帆号、
华海号和升洋号暂列前4名，他们
距万宁还有30多海里。预计明天
凌晨能抵达万宁。

据新华社大阪3月21日电（记者
冮冶、沈红辉）21日在首届世界围棋精
英赛中，中国棋手芈昱廷首战中盘胜日
本围棋人工智能程序“DeepZenGo”。

赛后芈昱廷在评价这盘人机对决
时说，局势一直很胶着，曾一度认为要
输棋，但收官阶段“DeepZenGo”明显
亏了。芈昱廷说，他与“DeepZenGo”
输赢也就在一线之间，他给自己这盘棋
的表现打70分。他还说：“‘DeepZ-
enGo’与‘阿尔法围棋’还有很大差距，
人看来是很难赢‘阿尔法围棋’了。”

“DeepZenGo”的开发者代表加
藤英树赛后说，这款人工智能围棋是按

中国规则（黑棋贴7目半）研发的，但这
次比赛使用的是日本规则（黑棋贴6目
半），“DeepZenGo”自以为占优，在收
官阶段有所“松懈”。他表示将继续改
进，并对这款人工智能围棋抱有希望。

在另一场对决中，韩国棋手朴廷
桓执黑中盘胜日本棋手井山裕太。
22日，朴廷桓将对阵“DeepZenGo”、
芈昱廷对阵井山裕太。

首届世界围棋精英赛由日本棋院
主办。比赛采用循环赛制，根据积分
排定名次。赛事总奖金5000万日元
（约306万人民币），冠军奖金3000万
日元（约184万人民币）。

世界围棋精英赛开战

芈昱廷胜日本人工智能

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
培训班在海口开班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由海南省足球协会
举办的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D级教练员培训班
（海南。第一期）3月20日开班，本次培训班从3
月20日-26日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进行。

本次培训班共有24名学员参加，这些学员
均为我省青少年足球教练。中国足协选派前国
奥队主教练傅博担任讲师，培训内容包括理论
课和实践课。学员们将接受笔试和实践考试，
通过考核的学员将获颁结业证书。

此外，由海南省足协举行的裁判员培训将
于3月22日开班。裁判员培训班讲师由中国
足协选派的足球专家吕健力担任。

省足协根据《海南省贯彻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实施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举办教
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意在进一步加强我省基层
青少年教练员、裁判员的培养力度，夯实我省足
球教练员基础，提高教练员的业务水平和裁判
员执法水平。据悉，今年省足协将举办5次D
级教练员培训班和1次C级教练员培训班。

一足球训练基地
在文昌开工

本报文城3月21日电（记者许春媚）记者今
天从文昌市相关部门获悉，文昌鲁能·山海天巴西
体育中心足球训练基地项目日前正式开工。

鲁能·山海天巴西体育中心足球训练基地
位于文昌月亮湾片区彩虹大道（月亮湾段）与月
亮湾二横路的交汇处，距离月亮湾海岸线仅1
公里。据了解，这个项目是鲁能·山海天在月亮
湾片区的第一个产业配套项目。项目规划用地
400多亩，分两期建设，总投资约60亿元。其
中，项目一期占地150亩，包括6个国际标准的
天然草坪足球场和1个1100平方米的室内运
动场馆。截至目前，项目一期已完成前期征地
和土地平整，施工单位、机械设备均已进场，工
程预计于今年6月底完工，今年底正式运营。

篮协认定辽宁绝杀超时
计时员等被罚停赛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王浩宇
黄杰）中国篮协21日发布公告认定CBA半决
赛辽宁对阵新疆第四战的计时员在最后时刻的
工作严重失职，因此赵继伟的绝杀超时，该场比
赛的计时员、裁判员和技术代表被给予不同程
度的停赛处罚。

17日晚的这场半决赛进行到还有6.5秒
时，双方战成107平，辽宁队发边线球后由赵继
伟接球进攻，当时裁判员做出了开表的手势，但
比赛计时钟和进攻计时钟均没有立即开启。经
联赛纪律委员会调查认定，开表延误了3.15
秒，而赵继伟从接球、首次投篮不中、到之后抢
到篮板在空中完成绝杀的整个过程实际用时为
7.07秒，超过了原本比赛剩余的6.5秒，因此应
被判超时。

为严肃联赛纪律，达到警示作用，篮协给予
辽宁队主场本溪赛区竞赛承办单位通报批评，
核减联赛经费1万元的处罚，对临场比赛计时
员徐茂义停止参加2017－2018赛季CBA联
赛工作的处罚。临场技术代表给予警告并内部
停赛，裁判员同样被内部停赛。

西线拉力赛船队抵达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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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号在西线拉力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