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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7年8月18日上午10时，在 海口市海府路69

号海南省琼剧院办公楼一层排练厅内公开拍卖标的：海口市海府大
道69号海南省琼剧院住宅区1栋 1层 8间铺面（建筑面积共计
238.23m2）的叁年承租权。参考价：每月每平方米147.68元，竞买保
证金1万元。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8月17日17：00前携带有效
身份证明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保证金账户户名：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金贸支行 ；账号：
2201020909200138473（以款到帐为准），不收取现金。

特别说明：标的原租赁合同已经到期，但原承租人在同等条件
下有优先买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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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9921880

海口市规划局《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K01～K10地块和K11、
K12、K1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用地位于海府路北侧，属《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K01～K10地块范围，为推进海府大院规划改造，经报请海
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开展旧城片区控规K01～K10地块及局部路
网进行规划修改，于2015年11月12日至12月23日进行批前公示，现建
设单位根据公示期间收到小区业主提出异议对规划方案进行修改、完
善。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再次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
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8月8日至8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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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
海口市长滨路海口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
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8月8日

拍 卖 公 告
（20170821期）

定于2017年8月21日上午10:00时在海口市金龙路万利隆酒
店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1、海口建设一横路26号中电玻璃大厦五楼5A、5B，六楼6A、
6B四套房产，总建筑面积563.4m2。参考价格3800元/m2，竞买保
证金10万元/套，整体优先。

2、海口观澜湖大道1号东赛事会馆9-12-2栋4层510房产，建
筑面积105.78m2，层高5.8米，跃层空间，参考价格200万元，竞买保
证金40万元。

标的均可自行办理按揭手续。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至2017年
8月20号止，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电 话：68534238 18289977606 18889184678
拍卖人：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该项目用地权属为海南博鳌卡森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
市博鳌镇滨海大道，用地 590165m2，供地合同容积率 1.0。我局于
2010年批准该项目总平面图，2014年批准该项目总平面图（调整）
（海建审批【2014】14号），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用地面积590165m2，总
计容面积 590165m2，不计容面积 99126m2，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24.8%，绿地率49.5%，建筑高度99.8米。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
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
筑风貌管理的通知 琼府〔2017〕15号》的要求，对项目方案进行部分
调整，规划总用地面积不变，总建筑面积调整为705004m2，其中计容
面积 590165m2，不计容面积 114838.59m2，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22.92%，绿地率 51.22%，建筑高度原批未建的部分调整为最高 59.6
米。调整后整个项目容积率不变，建筑密度降低，绿地率增加。调
整后的兰卡威岛组团和金沙岛组团的建筑高度较原批规划降低，吕
宋岛和澎湖岛组团建筑高度较原批规划增加（但均为不超过 60
米）。调整后度假住宅面积减少，公建配套面积增加。为了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8月8日至8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项目现场、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及局网

（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36828962，联系人：王先生。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7年8月7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关于拟调整“卡森·亚洲湾”项目修建性

详细规划的公示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首选，免成人高考入学 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学位条件的授予证书
1.开放教育类别：
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8日
2.海南省总工会和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承办的“农
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含开放教育和自学考试两种模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日
3.“乡村小学教师”学力提升项目：

面向全省教师招生，参加学历教育学习期间参加国培项目培训。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10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三亚
分校 88214928，屯昌分校 67831937，东方分校 25583266，儋
州分校23885117，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项
目
类
别

位于美兰区新埠岛海鲜大世界对面 ，土尾村现有集体土地一块

约25亩，其四至为：东至土尾村民宅；西至新埠岛家具；南至新埠岛

路4号路：北至土尾村拆迁安置点（以水泥桩城铁丝网圈围土地范围

为主）。该地块已依法租给给海南程帏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经营由

于土地项目建设需要，现拟对该地块上的坟墓进行迁移，望各位坟

主在本公告之日起10天内，到土尾村居民小组办公室办理迁移登

记手续并相互转告，逾期不办理登记或不迁移者视同无主坟墓处

理，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海南程帏投资有限公司，新埠街道土尾社区

土尾居民小组概不负责。联系电话：32689698

特此公告

迁 墓 公 告

海南程帏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土尾社区居委会尾居民小组

2017年8月7日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记者王
黎刚）经过4个多月、300多场的角
逐，“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7 海
南省青年男子足球赛总决赛最终
产生16支参赛队。本次比赛将于
8月12日打响。

青年男子组分别进行市县、省
直、高校、部队和企业4个组别预选

赛，最后决出16支队伍进军总决赛。
市县组的比赛首次采用主客场

联赛制，赛场遍布全省。来自省内市
县（含洋浦）的21支球队参赛，比赛
场次达122场。

省青足赛总决赛抽签仪式昨天
举行，16支球队分为4个组，每组4
支球队。比赛先进行小组循环赛，

小组前两名出线。8强赛采用淘汰
赛制。分组情况为A组：海口海航
红色战车、三亚海浪晨晖、临高代表
队、儋州代表队。B组：海口琼山区
队、文昌代表队、南航部队代表队、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C组：万
宁代表队、海南大学、海南广电总
台、海南师范大学。D 组：海航实

业、五指山代表队、司法厅（待定）、
卫计委。

比赛8月20日结束，分别在海
南大学、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和海南
工商职业学院足球场举行。在总决
赛中，每支参赛队允许有5名外援报
名比赛，并且最多只允许5名外援上
场参赛。组委会还允许2名本单位

超龄队员报名，但只允许1名超龄球
员上场参赛。

本届赛事由共青团海南省委、
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文体厅、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共
同主办。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和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
承办。

16支球队从市县、省直、高校、部队和企业4个组“突围”

海南省青足赛总决赛本周末开踢

关注海南足球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记者王
黎刚）“双鱼·长虹杯”2017年海南省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5组）昨天在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收
兵。经过3轮角逐，三亚队以3战全
胜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名列第2名
至第4名的分别是中海足球俱乐部
队、西盟足球俱乐部队和儋州业余体
校队。

共有中海足球俱乐部、儋州市业

余体校、三亚市队、西盟足球俱乐部
4支球队参赛，比赛采用单循环赛
制。

三亚队的张哲林、中海俱乐部队
的杨东锦、西盟俱乐部队的邓伦超和
儋州市体校队的何应景分别获得了
最佳球员称号。

省足协很重视青少年足球比赛，
今年已经相继举办U10、U11、U12、
U13比赛，发掘了不少好苗子，对培

养我省后备足球人才起到较好的作
用。比赛得到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
团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双鱼长虹牌足
球是本次比赛唯一指定用球。

另据悉，海南省足球协会将于8
月8日至10日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举办“硕
克杯”2017 年海南省校园足球调
赛。该项比赛从2012年开始举办，
今年是第6届。

本次比赛设小学组7人制、初中
组7人制、高中组11人制，分别进行
单循环比赛，排出各队的名次。小学
组的参赛队伍从2017年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U12组）中选调优胜
队伍参赛，初中组和高中组的参赛队
伍分别从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
赛暨初中和高中男子校园足球联赛
中选调前四名队伍参赛。小学组参
赛队伍分别是海口市白沙门小学、海

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海口市灵山
中心小学、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初
中组参赛队伍分别是海口市第一中
学、三亚市第一中学、海南中学、昌江
民族中学。高中组参赛队伍分别是
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海口市
灵山中学、琼海市嘉积第二中学。

本次比赛还从所有队伍中各挑
选6名优秀运动员参加颠球、运球绕
杆、射门等项目测试。

新华社伦敦8月6日电（记者吴
俊宽 王子江）2017年世界田径锦标
赛6日决出6项冠军。美国选手鲍伊
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凭借强有力的压
线夺得金牌，中国名将吕会会则在女
子标枪资格赛中打破亚洲纪录。

北京世锦赛第三，里约奥运会第
二，26岁的鲍伊终于在伦敦世锦赛中
登上了女子百米的最高领奖台。凭借
着在终点线前的有力压线动作，鲍伊
以10秒 85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折
桂。科特迪瓦选手塔劳虽然刷新了个
人最好成绩，但以0.01秒的差距排名
第二。铜牌归属荷兰女飞人席佩斯，
成绩是10秒96。

里约奥运会100米、200米双料
冠军汤普森仅列第五，牙买加在男女
百米大战中均告失利。

北京世锦赛亚军吕会会是当日中

国选手中的最大惊喜，在女子标枪资
格赛中，吕会会第一投便以67米59
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

此前66米47的亚洲纪录由中国
选手刘诗颖在今年5月份的世界田径
挑战赛日本川崎站中创造，当时她打
破的正是吕会会在2015年北京田径
世锦赛上创造的66米 13的亚洲纪
录。时隔不到三个月，吕会会又把纪
录夺回手中。

当晚比赛中吕会会、刘诗颖和李
玲蔚三位中国队选手全部成功晋级。

虽然只列第65位，但中国选手刘
庆红在女子马拉松比赛中同样创造了
历史。作为北京大学在校生，刘庆红
去年在上海马拉松赛上的成绩达到了
伦敦世锦赛的参赛标准，通过中国田
径协会推出的“我要跑奥运”系列活
动，成为第一个代表中国队跑入世锦

赛的大众跑友。
刘庆红当日以2小时52分21秒

完赛。另一位中国选手曹茉婕因胃部
不适中途退赛。

女子马拉松冠军被巴林选手切利
莫以2小时27分11的成绩赢得，男子
马拉松的金牌归属肯尼亚的基鲁伊，
成绩是2小时08分27秒。

在当晚进行的女子撑杆跳高比赛
中，希腊选手斯特凡尼季以4米91的
个人最好成绩问鼎，成就世锦赛、奥运
会双冠王。男子铅球比赛中，新西兰
的沃尔什凭借最后一投22米03的成
绩强势夺冠。女子七项全能比赛中，
里约奥运会冠军、比利时的娜·蒂亚姆
以6784分夺冠。

此外，中国选手谢文骏在当日的
110米半决赛中折戟。薛长锐和姚捷
在男子撑杆跳高资格赛中顺利过关。

聚焦田径世锦赛

青足赛市县组预赛青足赛市县组预赛战报
（第10轮）

三亚华盛队 4：0 保亭队
白沙闽澳华队 2：2 东方百源高科队
昌江鸿启队 1：4 五指山队

三亚海浪晨晖队 1：0 陵水银风科技队
万宁队 3：0 儋州队

制图/张昕

三亚队问鼎省青少年足球赛（U15组）
省校园足球调赛今天开踢

吕会会一枪破亚洲纪录
美国选手鲍伊成就女飞人

中国大学生
体育代表团成立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韦骅）第29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
员大会7日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团长、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薛彦青表示，运动员
要在努力争取好成绩的同时，增进与各国各地区
选手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193人。其
中，运动员113人（男子52人，女子61人），来自
全国17个省市，39所高校。他们将参加田径、游
泳、艺术体操、击剑、乒乓球、轮滑、武术、跆拳道、
举重等9个大项的比赛。

本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8月19日
至30日在台北市举行，共设田径、游泳、艺术体
操、击剑等21个正式项目以及台球1个表演项
目。预计将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万名运动
员及教练员参加。

巴西弗卢米嫩塞俱乐部
寻求与中国多方面合作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6日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弗卢米嫩塞俱乐部主席佩德罗·阿巴
德6日表示，弗卢米嫩塞有着丰富的培养球员经
验，而中国正在经历足球大改革，双方的合作正当
其时，应抓住机遇展开合作。

阿巴德说：“弗卢米嫩塞与中国的合作注重的
是交流，我们会把我们的经验带到中国，帮助中国
发展足球，同时利用中国的平台推广弗卢米嫩塞
的国际化；我们之间的合作有商业范畴，但更多的
是在体育范畴内，中国现在有发展足球的政策支
持，我们相信双方有很多方面的合作可以进行。”

为寻求更多合作机会，弗卢米嫩塞俱乐部副
主席迪奥戈·布埃诺下周将率团访问中国。布埃
诺对新华社记者透露：“我们的想法是去中国一
周，在7天的时间内接触一些中国体育经纪人，探
讨一些经济上和体育上的合作。我们首先打算在
中国正式推广球队，我们有一个‘弗卢米嫩塞小战
士’计划，就是在中国与政府或企业合作，开设特
许足球学校；第二个目的是去调研怎样才能让一
些已经从事体育和足球的团体对弗卢米嫩塞感兴
趣，让他们来到巴西了解巴西足球。”

弗卢米嫩塞俱乐部成立于1902年，是巴西历
史最悠久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曾经四次获得巴西
全国联赛冠军，德科、罗纳尔迪尼奥、孔卡、弗雷德
等球星均在该俱乐部效力过。

“点杀”切尔西

阿森纳捧社区盾杯
新华社伦敦8月6日电 2017英格兰社区盾

杯足球赛6日在温布利球场举行，上赛季足总杯
冠军阿森纳通过采用新规则的点球大战击败上赛
季英超冠军切尔西，捧起社区盾杯。

在这场伦敦德比中，两队90分钟1∶1战平。
点球大战中，阿森纳4∶1绝杀切尔西，以总比分
5∶2夺得冠军。

此次点球大战实行的是ABBA的罚球顺序，
这是英格兰足坛首次采用点球新规。

ABBA的方式，是指先踢点球的A队先罚1
球，然后由后踢的B队连罚2球，接着A队再连罚
2球，而不是原来的交替主罚，这一罚球顺序的改
革避免了先踢的一方占据的心理优势。

这次点球大战中，切尔西为先罚的A队，卡
希尔第一个主罚，将球打进。随后阿森纳两连罚，
沃尔科特和蒙雷亚尔均命中，阿森纳2∶1领先。

“蓝军”随后派出的门将库尔图瓦和莫拉塔连续出
现失误，阿森纳方面，张伯伦和吉鲁则连续罚中，
最终点球大战比分为4∶1。

上赛季的谢幕战中，“枪手”战胜切尔西夺得
足总杯冠军。这次，他们又以在温布利球场对切
尔西队的胜利揭开了新赛季的征途。

每年一度的社区盾杯赛是英超新赛季的前
奏，2017－2018赛季英超联赛将于8月12日拉
开帷幕。中国标枪女选手吕会会 中国撑杆跳高选手薛长锐

图为省青足赛陵水队和三亚队在比赛中。 小柯 摄

（出线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