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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项目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南国际旅游
岛先行试验区内。该项目原为临时展厅，建筑面积约为
600m2，主体和内部装修已完成，现需改造成公司食
堂，项目估算为70万。具有设计施工资质且有合作意
向的单位请登录邮箱1830315083@qq.com，下载报
名表和报名须知，登录密码zjhyb6868，报名时间为发
布公告之日起至第5日17:00。请各意向单位按照邮
箱中的要求安排工作，咨询电话：0898-83302858。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日

关于公开征集设计施工单位的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7年6月 17日上午10:00 在我司拍卖大厅公

开拍卖：儋州市那大控规54号街区盛源时代广场9800.3m2土地及
地上全部建筑物【已完成（设计）建筑面积为8752.57平方米。由一
栋6层综合楼和两栋均为2层的临街商铺组成。其中：综合楼建筑
面积为6300.03平方米，1#商铺建筑面积为832.86平方米，2#商铺
建筑面积为1619.68平方米】。该标的为在建项目，位于儋州市那大
控规54号街区，距儋州中兴大道约50米。周边已建成美食街、4星
级酒店等，地理位置优越，适合经营酒店、医院、KTV等。参考价：
258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特别说明：标的以现状、整体、净价拍卖。拍卖成交后，在办理权
属转移或有关机关令责交缴的税费中，除企业所得税由委托方负担
外，发生的包括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在内的所有税、费均由买方承担。

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6月16日16：00止。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

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缴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
的缴纳，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金贸支行；
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港澳（申亚）大厦2003室
联系电话：31982239 13807593991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河南宏业建

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招标项目：城投长信-上东城一期；工程概况：
本地块为 D0702,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国用（2016）第 007926 号，
总用地面积为 56118.11 平方，容积率≤2.8，建筑密度≤12%，绿化率
≥40%，建筑高度≤100 米。本次招标总建筑面积为 210186 平方
米。本项目为我司对外合作项目，该设计招标后续合同责任由合作
方承担；计划工期：30日历天；招标范围：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及节能、绿色建筑设计、园林方案设计及概算编制；招标
人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
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本单位
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其他具体事宜详见2017年 6月 2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王工：0898-68503712。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河南宏业建设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招标项目：城投长信-上东城二期；工程概况：本地
块为 D0701,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国用（2016）第 007928 号，项目总
用地面积为 16468.04m2，用地性质：商业金融业用地，容积率：≤2.8，
建筑密度：≤35%，建筑控制高度：≤85 米，绿地率：≥35%，本次招标总
建筑面积为 59509 平方米，本项目为我司对外合作项目，该设计招标
后续合同责任由合作方承担；计划工期：30日历天；招标范围：项目方
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节能、绿色建筑设计、园林方案设计
及概算编制；招标人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主管
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
理须具备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其他具体事宜详见 2017 年 6 月 2 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王工：0898-68503712。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现状

净价拍卖：标的1.海南某水产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及项下位于定安

县定城镇文丰村北侧 33357.217m2的工业用地及地上约 10000m2

房产。参考价：2150万元；保证金：300万元。标的2.位于海口市南

航路 2号（现西沙路）海深国际大厦一整层房产，建筑面积为

630.21m2。参考价：352万元；保证金：30万元。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微信公众号：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另我公司近期拍卖位于文昌文清大道西侧31亩工业用地。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终止的公告
2017年5月28日我市发布三土资告字〔2017〕3号公告，

定于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30日挂牌出让三亚市创

意产业园控规 CY03-09-03 地块和 CY03-09-04 地块

145153.79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规划调整，现决定

终止挂牌出让，待调整后再另行发布出让公告。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2日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6月19日上午十

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位于万宁市万城镇解放街143号的房产
【产权证号为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0210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万
国用2004字第101270号】。建筑面积180.67m2、所占土地使用权面
积63m2。保留价：35.23万元；保证金：5万元。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2017年6月16日12:00（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17年6月16日止。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于2017年6月
16日12: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交纳保证金名称：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滨江支行；账号：100968949000025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款）、（2017）海南一中法拍字第8号
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
市龙华路 23 号万国中央区逸龙阁 1002；电话：0898-66115918
18976212356；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31。

1、黄流镇邵逸夫中学遗失座落在黄流镇黄东村海榆西线南侧，面
积为31791.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黄流国用（2000）字
第51号，现声明作废。2、万冲镇排慎小学座落在万冲镇排慎村，面积
为53亩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证号：万冲国用（2004）第30号，现声
明作废。3、万冲镇卡法小学遗失座落在万冲镇卡法村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万冲国用（2004）字第024号，现声明作废。4、九所镇新村小
学遗失座落在九所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冲坡国用（91）字第287
号，现声明作废。5、大安镇南仇小学遗失座落在大安镇只纳村委会西
南部，面积为37亩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大安国用（2004）字第001
号。6、大安镇木棉小学遗失座落在大安镇的国有土地证，证号:大安国
用（2004）字第025号，现声明作废。7、佛罗镇新安小学遗失座落于乐
东县佛罗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佛罗国用（2005）第001号，现声
明作废。8、佛罗镇丹村小学遗失座落于佛罗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佛罗国用（2005）第002号，现声明作废。9、佛罗镇青山小学遗失座
落于乐东县佛罗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佛罗国用（2005）第003号，
现声明作废。10、佛罗镇求雨小学遗失座落于佛罗镇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佛罗国用（2005）第004号，现声明作废。11、佛罗镇白井小学
遗失座落于佛罗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佛罗国用（2005）第011
号，现声明作废。12、抱由镇延红小学遗失座落于抱由镇延红村，证号：
抱由国用（97）字第164号，现声明作废。13、抱由镇壳界小学遗失座落
于抱由镇壳界村东面，证号：抱由国用（97）字第162号，现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声明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06HN005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分别招租万宁市人民中街78号五格铺
面。一、项目详细情况：招租铺面位于万宁市人民中街78号，万
宁市人民法院大门西侧五格铺面。每格铺面面积均为31.37平
方米，挂牌底价均为24000元/年。二、交易方式：本项目采用网
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
由报价，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三、优先承租
权：原承租方（指原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
优先承租权，该优先承租权行使方法为：原承租方应办理报名手

续、缴纳保证金，取得竞租资格并参与网络动态报价，在竞价过
程中同等报价下行使优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该权利。四、租
赁期限：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为五年。五、公告期：
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15日。更多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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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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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6月2日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园林景观工程设计公开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园林景观工程设计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
文件，有意者请来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6月5日～16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

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以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董小姐0898-66810879

关于举办海口综合保税区
企业专场人才招聘会的公告

海口综合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现辖海口综合保税区（澄迈县老城）、原海口保税区（海口市

南海大道）和即将建设的空港综合保税区（海口美兰机场）。

为搭建园区企业与人才双向对接平台，促进全区经济平稳

快速发展，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决定于6月3日上午8:30至

11:30在海口保税区投资服务中心前（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南海

大道168号，大门入内200米左侧）举办企业专场人才招聘会。

招聘会共26家企业参加，提供3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跨境

电商、电气、机械、外贸、珠宝、财务、IT、行政、医药、物流、汽配等行

业，欢迎各类各级人才踊跃参加。（职位详见www.hkftz.gov.cn）

临高县调整安置志愿兵及
三级以上士官笔试报名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为了做好我县志愿兵及三级以上士官调整安

置工作，现将笔试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调整安置对象。1、
临高县历年已安置没有纳入编制管理的志愿兵、三级以上退役士
官40名；2、临高县2016年来退役没有安置的三级以上退役士官
13名。二、报名时间、地点和要求。请于2017年6月5日-6月6日
（上午8：00至12：00 ，下午2：30至5：30）到临高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临高县委大院2号办公楼604室）报名，报名时须携带
本人士官退役证、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近期正面免冠彩色1寸照片6张。逾期未报名视为自动放弃调整
安置。本次调整安置工作的详情请登录临高县人民政府网站通知
公告栏查看（http://www.lingao.gov.cn/lg/index.html）。

临高县调整安置工作领导小组 2017年6月2日

关于G361陵昌线K42+600至K42+800段
铺设路面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361陵昌线K42+600至K42+800段进行铺设路面施工
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根据施工
要求，现需要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
二、管制路段：国道G361陵昌线K42+600至K42+800段
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实际需要，为确保施工组织及施工安

全，需对G361陵昌线K42+600至K42+800段采取全幅封闭的
交通管制，来往车辆经施工便道通行。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
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
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7年5月20日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韦骅 公兵）为备战参加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中国
足协6月1日公布了一份25人的集训
名单，广州恒大淘宝队共有7人入选。

在这份名单中，联赛“领头羊”广
州恒大依旧是国脚大户，共有郑智、
郜林、于汉超等7名球员入选，其中
于汉超凭借最近在联赛中的出色表

现，首次得到了里皮的征召。河北华
夏幸福有4人入选，上海上港与广州
富力各贡献了3名国脚，效力于荷甲
维特斯的张玉宁成为名单中唯一的
海归球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参加了国
足二队集训的肖智、陈志钊、李磊等三
名球员得到了“晋升”一队的机会。

根据比赛安排，中国男足将于6

月7日在广州与菲律宾队进行热身
赛，并将于6月13日在马来西亚进行
与叙利亚的世界杯预选赛。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战
罢7轮，国足取得了1胜2平 4负战
绩，排名第5，仅领先最后一名卡塔尔
队1分。国足要想获得世界杯决赛阶
段参赛资格，前提条件是必须在接下
来的3场十二强赛中保持全胜。

备战世预赛12强赛 国足公布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7人入选 国足二队3人晋升
广州恒大淘宝：冯潇霆、张琳芃、

黄博文、郜林、郑智、曾诚、于汉超
江苏苏宁：吴曦
上海上港：武磊、颜骏凌、王燊超
北京中赫国安：张稀哲、李磊
广州富力：姜至鹏、肖智、陈志钊

河北华夏幸福：赵明剑、尹鸿博、
任航、高准翼

山东鲁能泰山：蒿俊闵、王大雷
天津权健：王永珀
北京人和：邓涵文
荷兰维特斯：张玉宁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1日，在
第54届德国杜塞尔多夫世乒赛双打
1/8决赛中，丁宁/刘诗雯4：0力挫日
本头号女双石川佳纯/平野美宇，携陈
梦/朱雨玲晋级八强。

在男双焦点战中，中国组合樊振
东/许昕4：1淘汰中德跨国组合马龙/
波尔，晋级八强。中外搭档的两对跨
国混双组合一胜一负，方博/索尔佳
4：0完胜对手，而乔纳森/冯亚兰3：4
憾负遭淘汰，冯亚兰成为本届世乒赛
第一位出局的中国选手。 （小新）

丁宁/刘诗雯擒日本头号女双
樊振东/许昕淘汰跨国组合马龙/波尔

世乒赛

➡ 丁宁/刘诗雯（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 阿成

北京时间6月2日，NBA总决赛
开战，勇士与骑士将展开历史性的三
番大战。前两次各胜一回，“谁更强”
这次来个了断。

上赛季总决赛勇士 3：1 领先被
逆转，痛失卫冕良机。本赛季杜兰特
宣布加盟后，勇士就已被很多人“预
定”为总冠军。纵观常规赛战绩和季
后赛表现，勇士无疑是更好的球队。
赛前各种赔率都严重倾向于勇士夺
冠，ESPN 篮球实力指数显示，勇士
夺冠概率高达93%，同时有27%的概
率横扫骑士夺冠。

勇士被看好不奇怪，但夺冠概率
如此压倒性从何算起？双方实力对比
不至于如此悬殊吧。勇士拥有“四巨
头”，更重要的是球队精诚团结配合默
契，攻防兼备，打法先进、全面、成熟。
但骑士的实力也很吓人，最大的王牌
当然是联盟第一人詹姆斯，“三巨头”
中另外两位此前也是各自球队的当家
球星，“巨头”成色更足。此外，骑士的
板凳似乎更厚，外围射手成群。从球
员薪水来看，骑士高居全联盟第一。

显然，詹皇在骑士并非孤家寡
人，他有不少强力帮手。詹皇从来都
不是靠一己之力夺冠的，当初他弃骑
士投奔热火与韦德、波什组成“三巨
头”时，就已明白靠自己夺不了总冠
军，必须与其他球星抱团，有人说是

“抱大腿”。奇怪的是，无论是在热火
还是如今的骑士，在豪华的阵容强大
的集体中，詹皇总能经营出“一己之
力挽救球队”的形象，不得不说他营
销手段之高明。

精明的詹皇知道哪些帮手更得
力，比如在骑士，有了“三巨头”还不满
足，找那么多外围射手，就是想更好地
发挥他霸道突破的威力。聪明的詹皇
能很好地把握个人表演与球队赢球之
间的度与时机，而一旦有队友想出风
头，他便会以“皇威”和团队的名义无
情打压。但在一投定胜负等关键时
刻，詹皇总是回避责任变身“咱不投”。

无兄弟，不篮球。无帮手，不冠
军。詹皇不是孤家寡人，却总能高高
在上。此番面对勇士，骑士多半是下
风球，无需证明自己的詹皇其实还有
更大的野心，他还得为自己正名，回击
那些“抱大腿”的声音。总决赛开战在
即，据说詹皇为此焦虑得睡不着觉。

詹姆斯可不是孤家寡人

NBA总决赛赛程
（北京时间）

第一场 6月2日9：00 勇士主场
第二场 6月5日8：00 勇士主场
第三场 6月8日9：00 骑士主场
第四场 6月 10日9：00 骑士主场
（以下场次如有必要才进行）

第五场 6月 13日9：00 勇士主场
第六场 6月 16日9：00 骑士主场
第七场 6月 19日8：00 勇士主场

据新华社巴黎5月31日电（记者
苏斌）在当地时间5月31日举行的法
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金花一姐张
帅以2：1击败白俄罗斯选手萨斯诺维
奇，晋级女32强。这是张帅在她的八
次法网之旅中创下的个人最好成绩。

现世界排名第34位的张帅曾在
去年法网闯入第二轮。得益于其他选
手受伤退赛，张帅在赛事开始前递补
为女单32号种子，这让她前两轮避开
了种子选手。张帅第三轮的对手将是
8号种子、俄罗斯名将库兹涅佐娃。

张帅首进法网32强
法网战报

女单
第二轮

男单
第二轮

锦织圭3：0查迪

拉奥尼奇3：1席尔瓦

迪米特洛夫3：0罗布雷多

谢淑薇2：1汤森德

拉德万斯卡2：1范乌伊凡克

斯维托丽娜2：1皮隆科娃

海口市篮球联赛
今晚开打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爱海
口动起来“招行杯”海口市篮球联赛2日晚上在海
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篮球场举行。揭幕战由东方龙
腾队对阵波涛装饰队。

今年是海口市篮球联赛创办20周年，自1998
年以来，这项比赛从未间断过。本次比赛共有24
支球队参加，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单
循环赛，四个小组的头名直接晋级季后赛八强。四
个小组的第二、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胜者进入八
强。第二阶段为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三场两
胜制，半决赛和决赛采用五场三胜制。

海口篮球劲旅悉数参加本届联赛。前3名将
分别获得8000元、6000元和3000元奖金。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篮球
运动协会承办。

➡ 张帅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海口市中学生篮球联赛

海南侨中揽三冠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海口市中学生

篮球联赛日前在海口市一中高中部落幕。海南侨
中队获得初中男子、高中男子和高中女子三项冠
军，成为本次比赛最大赢家。

本次比赛共有29所学校54支球队参赛，参
赛运动员648名。赛事共设高中男子组、高中女
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共4个组别，其中，
初中男子组东、西赛区各10支球队参赛；东部赛
区初中女子组有7支球队参赛，西部赛区初中女
子组有5支球队参赛，高中男子组有15支队伍参
赛，高中女子组有7支球队参赛。

赛事分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进行。经过7天
紧张激烈角逐，海南侨中队一举夺得初中男子组、
高中男子组和高中女子组三个组别的冠军。初中
女子组冠军为琼山二中队。

苏宁宣布崔龙洙下课
据新华社南京6月1日电（记者王恒志）在

亚冠被淘汰出局后，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1日宣
布，崔龙洙因个人原因向俱乐部提出辞职，俱乐部
已经同意，苏宁将暂时由中方教练组率队训练、比
赛，新的主帅人选正在积极寻找中。

崔龙洙去年7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上赛季
他率领江苏苏宁队取得联赛和足协杯双料亚军的
不错战绩。不过在本赛季，苏宁令人意外地在联
赛中表现糟糕，一度积分垫底，目前11轮战罢只
以1胜5平5负的战绩排在第13位，且仅比“副班
长”多1分。31日晚，苏宁在淘汰赛第二回合较
量中主场2：3不敌上海上港队，被对手双杀，以
3：5的总比分出局。

国足集训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