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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第一赛段为万宁兴隆绕圈赛，里程88.3公里

10月29日，第二赛段为万宁兴隆-琼海-定安-文昌-海口，里程230.2公里

10月30日，第三赛段为海口-澄迈，里程155.6公里

10月31日，第四赛段为澄迈-儋州，里程192.3公里

11月 1日，第五赛段为儋州-白沙-昌江，里程167.5公里

11月2日，第六赛段为昌江-东方-乐东-三亚，里程222.6公里

11月3日，第七赛段为三亚-保亭-五指山，里程166公里

11月4日，第八赛段为五指山-琼中-陵水，里程188.8公里

11月5日，第九赛段为陵水-万宁兴隆，里程154.7公里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王
黎刚）今年的环岛赛可以用4个关键
词来表述：更难、更美、更激烈、更贴
心。这是记者今天从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在海口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大赛执委会副秘书长、竞赛部
部长刘平久介绍，本届环岛赛将于
10月28日至11月5日在我省举办，
历时9天9个赛段，起终点继续设在
万宁兴隆旅游度假区，总里程1566
公里。

首先，本届环岛赛线路的艰难
主要体现在创纪录的总里程和更
长、更难的爬坡。继去年赛事总里
程首次突破1500公里，达到1507.9
公里之后，本届赛事的总里程再创
新高，达到1566公里，选手们需要

连续9天日均骑行174公里。另外，
本届赛事的“皇后赛段”包含2个1
级爬坡点、1个2级爬坡点和1个3
级爬坡点，加上特殊地形造就的起
伏赛道，赛段整体难度较去年更大，
将成为决定本届赛事各大奖项归属
的最关键赛段。

二是竞争将更为激烈，今年全程
共设置了21个冲刺点，较去年大幅
增加了6个冲刺点，这将极大激发参
赛选手在平路竞争中要更积极主动、
更多突破、更多拉扯和更多追赶。这
将使比赛更加激烈和精彩。

三是竞赛线路沿途风光美不胜
收，途经17个市县的主要景点几乎
全部涵盖。组委会秉承赛事与旅游
融合发展，促进海南全域旅游建设的
线路设计思路。今年竞赛线路设置

选择上除了保留万宁石梅湾至大花
角旅游公路、海口滨江路至滨海大
道、昌江棋子湾旅游公路多条各具海
南风情的特色旅游公路外，另精心挑
选了五指山水满乡骑行绿道、海南西
线往三亚的沿海国道、陵水清水湾大
道、儋州白马井中心大道、洋浦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开源大道、澄迈永庆大
道等当地特色线路。把海南独具特
色的滨海风光、雨林秘境、南洋风情、
黎风苗韵以及美丽乡村旅游与赛事
完美结合。

四是零转场，更贴心。组委会继
续保持环岛赛零转场的设计传统，尽
量把赛段起终点设置在赛事官方酒
店附近，为参赛运动员提供了更多休
息时间，保证了选手们的参赛状态，
提升了赛事观赏度。

全岛美景一网打尽 突出赛事与旅游融合 总里程1566公里

2017环岛赛路线设计出新意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易建联杯全国三人篮球赛
（海口站）比赛后天在海口体育馆举
行，本次比赛总奖金10.56万元，共有
800名球手、204支球队报名参赛。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作为
该赛事的发起人，国手易建联15日亲
临海口观赛，并出席16日举行的闭幕
式和颁奖仪式。海口的广大篮球爱好
者将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阿联。在此期
间，幸运的海口球迷将有机会收到易
建联赠送的礼物和祝福。

本次比赛设男子少年组32支球
队、女子少年组（16支球队）、男子青年
组（64支球队）、男子公开组（64支球
队）、女子公开组（32支球队）。比赛采
用小组赛、淘汰赛进行，共展开412场
激烈角逐，直至产生各组别的冠亚季
军。为了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本届比赛将增设矮筐扣篮大赛环节，扣

篮大赛冠亚季军将获得特别奖金。
据了解，赛事竞赛组织、宣传推

广、裁判人员组成等筹备工作按照预
定的计划有序开展。为了使观众有
序、安全地观赛，承办单位专门印制

“观赛套票”。值得一提的是，赛事组
委会将于7月16日晚免费为参赛运
动员提供门票。

少年组、青年组及公开组的比赛
均为10分钟一场。少年组、青年组和
公开组别的选手年龄分别为12岁至
14岁、15岁至18岁和19岁至40岁。
本次海口站的赛事由易建联和奥运冠
军许艳梅共同发起，并自今年起长期
在海南举办。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龙华区政府、
海口市文体局、海南省体彩中心主办，
海南萨拉坦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薪火阵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

全国三人篮球赛明天海口开战
总奖金10.56万元 易建联亲临现场

赛程安排

其中第七赛段三亚-五指山为本届环岛赛的“皇后赛段”
制图/杨薇

温网战报
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孔塔2：1哈勒普

穆古拉扎2：0库兹涅佐娃

莱巴里科娃2：0范德维格

大威2：0奥斯塔片科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卫小林）2017爱
海口动起来“招行杯”海口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场
比赛昨晚结束，缺少国际外援的宁翔新华队依靠顽
强的防守以84：74胜福兴和平队。最终，宁翔新华
队以3：1的总比分战胜了福兴和平队，夺得了本年
度海口市篮球联赛冠军，并赢得了8000元奖金。

本场比赛前总比分1：2落后的福兴和平队非
胜不可。在本场比赛中，宁翔新华队以全华班应
战对手。在常规比赛中，两队战成了72平。原本
福兴和平队能拿下对手，在比赛的最后一刻，福兴
和平队仅落后对手一分。这时该队的9号罗杰快
攻对手篮下，造成宁翔新华队队员犯规，罗杰两罚
一中，没能绝杀对手，双方进入加时。加时赛中，
宁翔新华队战胜了对手。

本届比赛的最大看点是15名外国球员参赛，
其中，代表宁翔新华队出战的特纳曾效力于NBA
湖人队。这些外援在季后赛中登场亮相，使得海
口市体校球场场场爆满。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篮球
运动协会承办，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等单位协办。

海口市篮球联赛收兵
宁翔新华队夺冠

海南和乐龙舟队将代表海南参加7月15日
至17日在湖南举行的全运会龙舟赛决赛。

海南和乐龙舟队是一支业余的龙舟队，队员
们都是港下村的渔民。不休渔时渔民们每天出
海，撒网捕鱼，练就了好身板。

该队13日出征全运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龙舟队今日出征全运会

广告

拿到

土地收回公告
本村于2003年8月28日与高昌耀、符史干签定土地承包合同。

土地承包期30年（2003年8月1日至2033年8月1日），承包方拥有
转包、分包、联营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权利。合同约定，承包方要在每
年8月底付给本村当年的土地租金直至承包期结束，超过一个月尚
未支付租金，则要多上缴当年土地租金5%的滞纳金，超过一年未缴
纳承包金，本村有权收回土地。2007年12月25日，高昌耀、符史干
将该地转包给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造林，其双方合同约定，原发包
方（指本村）的地租由高昌耀、符史干按其与原发包方签订的原合同
约定支付。合同签定后，高昌耀、符史干没有按合同约定给本村支付
土地租金，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也从未代行支付土地租金。

本村认为，原承包方高昌耀、符史干和接包方海南金华林业有限
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租金，属违反合同约定行为。现本村
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决定收回原发包土地的经营权。

特此公告
东方市天安乡长田村村民委员会 2017年7月13日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农行建设全行文件云系统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保，无不良经营记录；
（三）供应商或原厂商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四）供应商需获得原厂商（若供应商是原厂商无需提供）授

权，并提供国家版权局办法给原厂商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证书”复印件（加盖原厂商公章、原件备查）；

（五）必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
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
备查）；

（六）参加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近五年内，未与农行系统发生过诉讼争议；

（七）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直接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
动；

（八）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
银行各级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
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苏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硬币双循环兑换一体机、小型硬币清分包装一

体机和大型硬币清分包装一体机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已办理“三证合一”的只须提供加
载“统一社会代码”的营业执照）;

（三）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含）人民币;
（四）须 取 得 ISO9001:2008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及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五）产品需取得国家强制3C（CCC）质量认证证书;
（六）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五年内未与农行系统发

生过诉讼争议；
（七）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包件的采购；
（八）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单位

高管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
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苏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采购报名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7HN0073

受委托，按现状挂牌转让一台集装箱正面吊，挂牌价格

为412000元。公告期：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26

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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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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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558010麦先生、0898-66558023徐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 7月13日

荣亿大厦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荣亿旅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荣亿大厦项目用地位于海口
市白水塘路北侧,方案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审机
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J太阳能核字【2017】
006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41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
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7月13日
至7月2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 ，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7月13日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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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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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2)

闪崩股频现 上证失守3200点

震荡加剧 价值投资风格难改

两年时间助贫困村65户贫困户脱贫

海南国企驻村书记扶贫记

二次商业车险费改正式上线
海南有3保险公司执行新费率和新条款

保费收入翻番 风险保障增至5万亿

海南保险业跨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