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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0721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7年7月21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位于海口市沿江四东路（现为海甸四东路）颐和花园1号楼C-
701房，建筑面积160.92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27297号）

参考价：75万元
竞买保证金：15万元
标的展示日期：自公告之日起至7月19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7月19日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

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来我司办理有关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68555955 13005087166 路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儋州市光村镇蔡坊坡耕地开垦项目施工于2017年6月20日在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
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正大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海南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2017年6月23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

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招标人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23881435。
招 标 人：儋州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1日

儋州市光村镇蔡坊坡耕地开垦
项目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海事法院（2015）琼海法执字第582-3号《执行裁

定书》及（2015）琼海法执字第5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我
局已将海南数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琼山籍国用（2004）
第02-00003（土地登记卡上土地证号为：2004-02-00003）
号、琼山籍国用（2004）第02-00004（土地登记卡上土地证号
为：2004-02-0000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过
户给叶业松、叶业升，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有关规
定，现决定注销琼山籍国用（2004）第02-00003（土地登记卡上
土地证号为：2004-02-00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
33247.33平方米、琼山籍国用（2004）第02-00004（土地登记
卡上土地证号为：2004-02-0000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
33247.6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17年6月20日

第一中选候选人：郑家和
第二中选候选人：王丽平
第三中选候选人：林本堂
第四中选候选人：胡书亭
第五中选候选人：钟敏
第六中选候选人：何明强
第七中选候选人：文勇

第八中选候选人：邢梅燕
第九中选候选人：文小林
第十中选候选人：秦子永
第十一中选候选人：潘正平
第十二中选候选人：邓孚尊
第十三中选候选人：李美燕
第十四中选候选人：蒲良成

第十五中选候选人：粘武煌
第十六中选候选人：黄新红
第十七中选候选人：陈有道
第十八中选候选人：佘登顶
第十九中选候选人：苏保明
第二十中选候选人：陈大强

采购方：海南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海南中移工程2017-2018年物资配送服务项目采购评审工作

已按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完成评审工作，现
将中选候选人公示如下：

海南中移工程2017-2018年
物资配送服务项目中选候选人公示

中选候选人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3日。公示期内，如对中
选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采购人提出。

特此公示。
联系人：叶懋业 联系电话：15120911303

采购方：海南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0日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记者
王黎刚）海口博盈足球队近期陷入
经济困境，没能及时支付球员工
资。省文体厅伸出援助之手，将为
球队拨付400万元，帮助海口博盈
足球队渡过难关。

海口博盈足球队成立于2015
年，球队实现了当年成立当年冲
入中乙的目标。作为海南第一
支职业足球队，海口博盈队改写
了海南建省后三大球没有职业队
的历史，实现了海南职业足球

“零”突破，填补了中国足球职业
联赛版图上一直空白的“海南板
块”。在 2016 年的中乙联赛中，
海口博盈队以 6 胜 5 平 9 负排第
17名。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能有一支职业足球队参加中
国足球乙级联赛很不容易，海口
博盈队通过一年多的征战，逐渐
在中乙赛场上站稳脚跟，成绩稳

步提升。海口博盈队能取得这样
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各方努力的
结果。球队目前遇到了资金方面
的困难，政府主管部门会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毕竟，
海南球迷不愿意看到海口博盈队
因此垮掉。

省文体厅在给予球队400万元
资助的同时，也给球队提出了一些
要求。本赛季结束后，海南博盈俱
乐部要做好今后球队3年的规划、
目标任务和自有资金筹集的方案。

海南博盈俱乐部的控股方为
海南博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去
年，该公司为海南博盈俱乐部投入
超过了2000万元。今年，由于企
业经营较为困难，应收账款回款较
慢，现正向深圳总部申请调拨资金
支持，暂时没能为球队“输血”。该
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有决心在省
文体厅的帮助下克服困难，让俱乐
部运营下去。

关注海南足球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全运会群众项目笼式足球赛下
月初在天津举行，海南男女队过关斩
将，均获得了总决赛入场券。目前，
海南男女笼式足球队在海口备战，他
们力争在全运会上踢出最好的状态，
取得好名次。

海南男队以海口红色战车队为
班底，男队制定了21天、3个阶段的

训练计划。第一个阶段为体能训练
阶段，这个“魔鬼训练”已经完成。领
队许培健说，球队在这7天的训练
中，主要以折返跑和长距离的耐力跑
为主。最关键的是，球队每天两跑的
时间和比赛时间一致，即上午9点和
下午3点半。这两个时间段正是海
口最热的时候，球员们没人叫苦，均
能完成训练任务。

目前，球队已经进入了第二个
技战术训练阶段。许培健说，球队
邀请了红色战车的10名球员作为
陪练，他们每天要和球队进行对抗
赛。海口红色战车队这几年多次在
国内的五人制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形成了小快灵、拼抢凶狠的特点。
海南队的速度和体能在国内业余五
人制球队中有些优势。第3阶段为

放松调整阶段。随着大赛的临近，
球队将提前抵达天津，适应那里的
气候和饮食。为了能适应人工草的
比赛场地，海南队一直在海口世纪
公园五人制球场训练。

海南女队以琼中女足为主组建，
球队已在海口训练了近半个月。每
隔两天，海南女队就要和海口市的业
余男队踢一场教学赛，找对抗的感

觉。该队教练肖山说，球队当务之急
是寻找其余7支球队的参赛视频，这
两天省足协工作人员正全力寻找。
在南区预赛中，海南女队力克广东队
晋级，展示了速度的优势。肖山表
示，赛前一个月的集训，他除了继续
强化球员的体能外，还下大力气训练
了技战术。“现在，我们的球员比踢预
赛时配合熟练多了。”他说。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
从中国乒乓球协会获悉，国家乒乓球
队管理模式将进行改革，不再设总、主
教练岗位，设男子、女子两个国家队教

练组，一手抓竞技训练，一手抓
队伍管理，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减少管理层级，推动

国家队实现“扁平
化”管理，提高训练
备战效率和效益。

为深化体育改革，创新体制机
制，积极应对2020东京奥运会新的
挑战，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中国乒乓球协会根据近阶段
体育社团改革的需要，瞄准国家队
建设的方向，针对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薄弱环节，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

另一方面，积极充分调动和发挥
人才优势，进一步突出和强化协会功
能，经中国乒乓球协会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讨论决定，刘国梁担任中国乒
乓球协会副主席；同时，国家体育总
局乒羽中心主任雷军接替刘晓农担
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据悉，针对日前广受社会关注的
孔令辉被新加坡一间赌场追债一事，
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
心党委正在根据相关规定和程序对
相关违纪线索进行核实，并将依据党
规党纪做出严肃处理。

海口博盈足球队获400万元资助

每天两练 狠抓体能 强化技战术

海南笼式男女足球队备战全运会

国家乒乓球队不再设总教练、主教练岗位

刘国梁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

为主动求变的国乒改革点赞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中国滑冰
协会近日公布了2017－2018赛季中
国花样滑冰队的名单。赵宏博升任
花滑队总教练，原总教练姚滨卸任。

在新的中国花样滑冰队名单中，
来自哈尔滨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于丽
杰成为了新一任国家队的领队。于丽
杰20日向记者证实，姚滨已经不再担
任中国队的总教练，而他最得意的弟
子赵宏博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了中
国队的“总教头”。

1986 年中国成立花样滑冰队
时，姚滨就是教练组成员。在2002
年姚滨正式担任了中国花滑队总教
练，在他30多年教练生涯中，姚滨先
后培养出了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
和张丹/张昊三对世界顶级双人滑组
合，被誉为“中国花样滑冰教父”。
2015年，姚滨获得了中国滑冰协会
终身成就奖。

赵宏博与申雪是姚滨培养出来
的第一对世界冠军组合，2002年申
雪/赵宏博夺得了中国历史上双人
滑的首个世界冠军，在2010年他们
终于夺得了冬奥会冠军。2013年，
赵宏博在姚滨的推荐之下，成为了中
国花样滑冰双人滑的主教练，现在赵
宏博又一次接过了中国花样滑冰队
的大旗，而申雪目前担任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花样滑冰部的
副部长。

此外，在新的教练组名单中已经
没有了著名教练李明珠的名字。李
明珠曾培养出我国第一位女单世界
冠军陈露。李明珠在2014－2015赛
季不再担任中国队教练，随后在
2016－2017赛季短暂回归，成为了
中国队男单教练。

赵宏博升任
中国花滑队总教练

联合会杯 德国胜澳大利亚
20日，在索契举行的联合会杯小组赛B组比

赛中，德国队以3∶2战胜澳大利亚队。
图为德国队球员基米希（右）与澳大利亚队

球员罗吉奇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联合会杯录像回放技术试行

国际足联主席
表示“极为满意”

新华社莫斯科6月19日电 国际足联主席
因凡蒂诺19日表示，他对联合会杯进行的录像回
放技术（VAR）协助裁判的使用效果感到“极为
满意”。

VAR目前在联合会杯比赛中使用5次，引起
了一些混乱和困惑。因凡蒂诺早就公开表示支持
在明年世界杯赛场上引进VAR技术。本届联合
会杯的试行结果对此将至关重要。

因凡蒂诺1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都已看
到录像辅助技术如何帮助裁判做出正确的判罚
……球迷等待了那么多年的事情目前终于发生了。”

因凡蒂诺表示，VAR是现代足球的未来。

张海迪将角逐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总部设在德国波
恩的国际残奥委会在当地时间19日宣布，中国残
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中国残奥委会主
席张海迪获得提名，将作为候选人之一与来自加
拿大、巴西、丹麦的另外三名候选人共同角逐国际
残奥委会主席。

国际残奥委会会员大会将于9月8日在阿联
酋阿布扎比举行，大会将举行国际残奥委会换届
选举，职位包括主席、副主席各1名、执委10名。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中国残奥委会副主席贾勇同
时获得竞选执委资格。

国际残奥委会成立于1989年，现有209个会
员组织，总部设在德国波恩，现任主席为英国人菲
利普·克雷文爵士，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残疾人体
育组织，拥有残奥会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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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侃台
■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中国乒乓球协会
20日宣布推出系列改
革措施，包括不再设国
家队总、主教练岗位等
举措。有“国球”之称
的乒乓球项目能始终
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是
和他们总在不断求新
求变中发展分不开
的。如今乒乓球再
度擎起改革大旗，
无论是对这个项目

的发展，还是中国体育
社团改革都具有深远

意义。
当然，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此前

的工作。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能常
胜长青，正在于他们永远居安思
危、保持忧患意识，也深谙“走下领
奖台，一切从零开始”的道理。主
动求新求变，永远比被动改变更主
动，也更容易走向成功。在今年 4
月的乒乓球亚锦赛上，在技术上迟
迟没有求变的中国女队就在日本队
身上吃了大亏，痛定思痛的女队加
强技战术研究，终于在世乒赛等比
赛中“一雪前耻”。技战术尚且如
此，管理体制显然更要不断追求革
新和进步，以保持队伍的优良作风
和竞争意识。

此外，中国乒协还宣布刘国梁将
担任中国乒协副主席。体育社团改
革的核心之一就是让专业人做专业

事，作为曾经的“大满贯”得主、国家
队总教练，刘国梁出任乒协副主席，
无疑将大大强化协会功能。实际上，
近年来刘国梁不仅带队在国际赛场
摘金夺银，也始终致力于乒乓球推广
和发展，对他而言，这一职位转变更
像“三级跳”——从一名优秀球员到
一名优秀教练，如今他要在管理岗位
上再度证明自己。

体育不以胜负论英雄，但英雄就
是要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中国体
育正走在深化改革、助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有“国
球”之名的乒乓球多年来长盛不衰，
正是中国体育发挥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精神，展现拼搏和奋斗精神的典
范。刚刚在世锦赛上大获全胜的中
国乒乓球当此全盛之时锐意改革，也
正展现了中国体育人不断进取的决
心和勇气。有此决心和勇气，就值得
我们大大点一个赞。

刘
国
梁

儋州6万多名学生
学习国际象棋

本报那大6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林晓云）记者今天从儋州教育、文体部门获悉，该
市目前已有6万多名中小学生学习国际象棋，被
称为“智慧体操”的国际象棋，成为儋州不少学校
的校本课程。

2010年以来，海南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
霸战已成功举办七届。2016年，在儋州光村雪茄
风情小镇建成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训练基地。同
年，儋州市被授予第五个“全国国际象棋之乡”。

随着海南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的连
年举办，该赛事逐步成为一种普及性的体育活
动。从2010年开始，儋州市陆续在一些小学、幼
儿园推广国际象棋，目前普及人数超过6万人。

6月18日，由儋州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局主办的市第七届中小学、幼儿园国际象
棋联赛，在市思源实验学校初中部开幕。本次比
赛有38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的556人参加，按年
级和男女分为16个组别。别看他们年龄小，但
下起棋来可是有板有眼。根据赛程，此次比赛将
会经过7轮比拼，获奖棋手颁奖仪式将在7月14
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