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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20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0月8日上午10时至2017年10月9日上午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下列财产：海口市南
沙路1号广昌花园2幢604房，面积：113.59m2，参考价：73万元，竞
买保证金：10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9月22日起至2017年
9月28日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0月9
日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本次拍卖产生过户的
税、费等费用按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0898-66750636黄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8月31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20号（2016）琼0106执1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18号之二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0月9日上午10时至2017年10月10日上
午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下列财产：海口市
南沙路39号现代花园二期6号楼2单元第10层1002房，建筑面积：
163.57m2，参考价：128.2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2017年
9月28日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0月
10日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本次拍卖产生过户的
税、费等费用国家规定各自负担。咨询电话：0898-66750636 黄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2017年8月29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公 告
我司承建的琼海三足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琼海万泉河石壁护岸

工程，验收日期 2014年 11月；南阳农场职工饮水安全项目，验收日期
2015年 1月；琼中黎母山学校校园标准化改造工程、文罗镇大崩头至
运沟村道路硬化工程、文昌市八角水库甘群村及竹林干渠水毁修复工
程、琼海大路镇巩固退耕还林建设排管沟渠工程，验收日期 2015年8
月；儋州珠碧江防洪堤工程二标段，验收日期2016年11月；以上八个
项目已竣工并通过验收。为确保涉及上述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
租赁费等款项的清理结算工作，请凡是涉及上述项目的所有未结清款
项的单位或个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与我司联系，并提交有效
身份证明和债权凭证，以便及时结算支付，如超过公示期限我司将不再
受理，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自负，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1-88132382-802 0731-88819048
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01执272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宝通富翔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
王文溱、海南万基威置业有限公司、陈刘福、许政海借款纠纷一案中，
拟对本院诉前保全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万基威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口市琼山新市区东营东湖村委会的云海花都项目1#楼101、

3#商铺、201、202、301、302、306、401、402、406、501、502、506、
601、602、606、701、702、706、801、802、806、901、902、906、1001、
1002、1006、1101、1102、1106号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证号：海
口市国用[2016]第005195号）的现值进行评估。对上述房产及相应
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
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O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09HN008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南省福彩中心大楼第二、四、五、
六层房屋。海南省福彩中心大楼位于海口市青年路5号，紧挨
海南省委、省检察院、特种设备检验所等多个单位，毗邻和风江
岸、枫丹白露等多个居民小区。详见下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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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报价作为年租金标准价格，租赁期限为八年。
3、公告期：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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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福彩中心大楼
第二、四、五、六层房屋

招租面积（m2）

每层

总计

993.22

3972.88

挂牌底价/年租金（万元）

194.8

保证金(万元)

60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17年 9月16日（周六）上午9:00以现场会议的

形式在金贸西路汇泰大厦海口农商银行一楼会议室，召开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 9月1

日，即截止2017年9月1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关于提名田光辉同志为董事的

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共两项议案。有关本次会

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

2017年 9月 1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

com，密码：000601，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

张先生，联系电话：68590679。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日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海南公开赛暨国
际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9月1日将在海南洋浦
古盐田高尔夫俱乐部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按照选手参赛年龄分为ABC三个
组，吸引了近百名球手参加，其中包括国家集训队
的16名男女选手。

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海南重点打造的高尔夫品牌赛
事之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已成功举办了九届。

2017海南公开赛暨国际青少年高尔夫球锦
标赛是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三大主体赛事之一。
它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青少年赛事的重要组成部
分。据了解，本次男子A组冠军将获得2017年
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欧巡挑战赛正赛外卡，男
子B、C组冠军将获得2017年海南高尔夫球公开
赛暨欧巡挑战赛职业业余配对赛资格，女子A、
B、C组冠军则将获得2017年LPGA别克锦标赛
职业业余配对赛资格。

国际青少年高球赛
今日儋州古盐田开杆

首届“香港航空杯”2017年海南
省足球协会杯昨天结束，在省内这项
业余比赛中出现了一位职业大腕教
练，他就是获得冠军的万宁鼎力飞虎
队主帅、前国脚麦超。尽管执教万宁
队不到10天，但麦超对海南球员评价
不低，认为海南有多名球员具备了参
加全国丙级联赛的水平。

麦超和海南颇有渊源，今年初，他
曾执教过中乙海南博盈队。在此期
间，他和海南足球界的朋友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10天前，麦超应朋友的邀
请再次来海南执教，不过这次他要指
导一群业余球员参赛。“万宁想组织一
支球队参加省足协杯赛，问我愿不愿

意当主教练。我马上答应了，因为我
喜欢海南，对海南足球有感情。”他说。

万宁足球氛围浓厚，30多年前出
了好几名国少队和国青队的球员。这
些年，海南几支业余足球强队的核心
球员也大都来自万宁。不过，遗憾的
是，万宁足球队却很少在省内的大赛
上问鼎。这次，万宁队对于首届省足
协杯赛志在必夺，他们网罗了省内大

部分万宁籍的高水平球员。麦超明
白，请他来执教万宁队是要他夺冠。
他说：“赛前也有人劝我别来海南，万
一没夺冠，作为职业教练有些丢面
子。这些我都没考虑，我主要就是想
为提高海南足球水平尽一份力。”

在麦超的率领下，万宁队以4胜1
平的不败战绩夺冠。每场比赛都有不
少万宁球迷观看，万宁球迷在省内以

挑剔著称，本队踢得“臭”，他们会毫
不留情地“喝倒彩”。不过，这次他们
都对万宁队的表现折服，认为球队踢
出了流畅的整体配合。当然，麦超功
不可没。在5场比赛中，麦超很少坐
在教练席上，他多数时间都站在场边
指挥。有趣的是，作为职业教练，麦超
多次在场边大声提醒球员如何跑位和
前插，导致他的嗓子从第一场比赛结

束后就哑了。
职业教练执教业余队多少有“大

学教授教小学生的感觉”，对此，麦超
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海南足球
特色鲜明，海南球员特点突出。“海南
本土球员速度快，脚下技术也不差，虽
然大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足球天
赋挺高。”他说。

麦超认为，在参加省足协杯比赛
的6支球队中，有多名球员具备了参加
中国丙级联赛的实力。不过，海南业
余球员最大的缺陷在于整体战术意识
较为薄弱，临场比赛中踢得比较随意，
喜欢各自为战。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卫小林）国产电
影大展拳脚的暑期档即将结束，9月新片怎样？
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海南影院9月大片敲
定，将上映《敦刻尔克》《蜘蛛侠：英雄归来》《猩球
崛起：终极之战》等好莱坞大片，以及《芳华》《英伦
对决》《羞羞的铁拳》等国产大片。

据介绍，9月的引进大片主要是好莱坞大片
和日本人气动漫电影，而且排片从9月1日起连
续三周都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加一部日本片同步上
映。1日上映好莱坞战争大片《敦刻尔克》和日本
动漫真人版电影《银魂》，8日上映好莱坞大片《蜘
蛛侠：英雄归来》和日本动漫片《声之形》，15日上
映好莱坞大片《猩球崛起：终极一战》和日本动漫
电影《刀剑神域：序列之争》。

除三部好莱坞大片外，还有《王牌保镖》《惊天
解密》两部中小成本好莱坞电影于22日上映，一
周过后的9月30日，将有8部国产片扎堆抢滩国
庆档，其中，最为影迷关注的，当数冯小刚执导的
《芳华》，成龙主演的《英伦对决》，开心麻花团队主
演的第三部喜剧新片《羞羞的铁拳》，这三部国产
片相当于好莱坞大片，备受影迷期待。此外，还有
《缝纫机乐队》《极致追击》《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空天猎》《降魔传》等片上映。

《敦刻尔克》《蜘蛛侠》《英伦对决》

海南影院9月大片敲定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
雷志）今天下午，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开学第一课读
书活动在海口市解放西路新华书店举行，海南师
范大学媒介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清华与来
自海口的50多个家庭，分享了阅读中国古诗词的
美好收获。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后，全国将统一使用
“部编版”小学语文新教材，古诗文篇目显著增
多。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有古诗，整个小学6个年
级12册，共选古诗文132篇，平均每个年级20多
篇，占课文总数30%左右。初中语文6册所选古
诗文分量也有所加重。根据这一变化，海南凤凰
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适时调整，从暑期至
开学季已在全省各市县新华书店开展传统文化讲
座、古诗词赏析、国学经典诵读等活动50余场。

今天下午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为海南凤凰新
华书店2017年秋季开学季系列读书活动拉开了
序幕，从即日起至9月30日期间，全省26家新华
书店将重点展销由18家出版社推出的《新教材完
全解读》《小学教材全解》《中学教材全解》《2017
字词句篇》等多品种助学读物，全省新华书店还于
报名日到各地校园内外设点销售，为全省中小学
生学习助力。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举行
开学第一课读书活动

前国脚、职业教练麦超——

海南球员具备踢中丙实力

郜林点球破门主场1：0小胜乌兹别克斯坦

国足出线希望仍在
新华社武汉8月 31日电（记者

李劲峰 岳东兴）一粒金子般的进
球！31日晚在武汉体育中心，郜林
下半场罚入一粒点球，帮助国足获得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的第
二场胜利，也让A组出线悬念保持到
最后一轮。

31日晚，里皮率队的中国男足国
家队在最后一个主场武汉对阵乌兹别
克斯坦。借助第82分钟冯潇霆禁区
内被对手犯规获得的点球，郜林一蹴
而就将皮球罚入，终让国足在长沙战
胜韩国后，再尝胜利的滋味。

前8轮比赛，国足1胜3平4负位
列A组倒数第一。在武汉5.1万名球
迷的呐喊加油声中，国足拿到这宝贵
的3分，积分也达到9分。积分榜上，

国足反超下一场对手卡塔尔，仍保留
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三名的机会。

本场比赛中，由于梅方、吴曦、黄
博文等中后场主力受伤，加上张玉宁
迟未归队，里皮排出近几场常用的
433阵型。李学鹏、冯潇霆、张琳芃、
邓涵文坐镇后防，于汉超、武磊、郜林
组成锋线。

上半场，双方都非常主动放开，攻
防速度都非常快。第37分钟，张稀哲
禁区前带球突入禁区形成单刀，可惜
射门角度太正被扑出，丧失上半场破
门的最好机会。

下半场开始，里皮就用肖智、赵旭
日，分别换下张稀哲、于汉超，并安排
郑智从后腰改踢中卫，球队改成343
阵型加强进攻。面对国足换阵，乌兹

别克斯坦加强攻势，47分钟，国足后
防出现漏洞，谢尔盖耶夫面对空门的
射门从门前滑过，让现场球迷惊
出一身汗；56分钟，艾哈迈
多夫门前射门被曾
诚扑出。

稳 住 脚
跟后，国足
开展组织反
击 ，第 58 分
钟，中国队门前武磊头球被挡出后，赵
旭日外围接球远射被扑出，郜林补射
仍未能破门。第82分钟，伊斯梅洛夫
在禁区内对冯潇霆犯规，被裁判吹罚
点球，郜林点球罚入球门左下角，打破
场上僵局。最后阶段，国足顶住对手
狂攻，终于守住这场胜利。

关注天津全运会

“在全国分区赛和全国预赛中
一路过关斩将，我们越打信心越
足。此次来到天津参加决赛阶段比
赛，我们的目标是打进决赛。”海南
羽球队教练黄丽莎说。

林著瑾/谢家民和黄燕/陈玮玮
在全国分区赛南区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在全国预赛中又夺小组第一，从
而取得参加天津决赛的资格。“两对
选手参赛一路晋级，成功率百分之
百，这在参赛的业余羽毛球圈传为
佳话。”黄丽莎说。

海南选手以往在全国性业余比
赛中取得过不俗战绩，但此次能在最
高等级的全运会比赛中脱颖而出，打
到全国业余顶级水平，还是有些机缘
巧合。据黄丽莎介绍，在全运会比赛
所设的B组（35岁-49岁）中，海南正
好男女都有几位高手，此次参加天津
决赛的两对选手，是在海南选拔赛中
优中选优后组成的组合。其中，林著
瑾和陈玮玮是在广东工作的海南籍
选手，他们在广东业余羽毛球圈里名
头很响。“在外工作的海南人能在羽
毛球水平很高的广东打出名气，更说
明了海南人很适合打羽毛球。”黄丽
莎说。不过，在35岁以下的A组，海
南选手还打不出来。”

黄丽莎曾在广东打过专业队，
现在海南大学体育学院任教，她一

直认为海南能出高水平羽毛球选
手。“羽毛球运动需要爆发力、灵活
性，海南人这方面有优势。东南亚
羽毛球水平那么高，这也是海南人
适合打羽毛球的例证。”其实海南曾
有过羽毛球专业训练培养体系，也
曾出过国手姚芬等名将。后来羽毛
球的专业训练培养体系弱化，高水
平人才“断流”。

让黄丽莎深感欣慰的，是海南
业余羽毛球开展得红火。在海南，
羽毛球可以说是参与人数最多的运
动，羽毛球馆遍布城市的街区，几乎
个个爆满。黄丽莎相信，海南羽毛
球在专业竞技方面，也会有新的发
展和提升。“现在羽毛球在海南的发
展势头很好，比如陵水有国家羽毛
球训练基地，举办国际比赛，还大力
开展青少年培训。我在陵水的青训
班中看到不少好苗子。照此势头，
我相信海南羽毛球不久会出现更多
高水平的人才。”

此次参加全运会羽毛球赛，让
黄丽莎又一次受到触动。“国家现在
对群众体育十分重视，草根选手都
能登上这么高规格的竞技舞台。在
这么好的大环境下，海南羽毛球的
明天会更好。”

■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天津8月31日电）

本报天津8月 31日电 （记者
林永成）天津全运会帆船多个项目
今天在天津东疆湾扬帆开赛。在
女子470级比赛中，海南组合黄丽
珠/冯惠敏两轮比赛过后暂列第四
名，与第三名仅差1分。在群众比
赛羽毛球项目赛场，海南男双选手
林著瑾/谢家民和女双选手黄燕/陈
玮玮再度双双告捷，均已取得小组
赛两连胜。

黄丽珠/冯惠敏的组合是海南
帆船队重点夺牌选手，黄丽珠去年
曾代表中国参加里约奥运会，是国
内女子470级顶级选手。今天的比
赛战罢两轮，黄丽珠/冯惠敏积8分
（两轮名次相加）名列第四，仅落后
第三名浙江选手1分，落后第二名2
分。帆船470级比赛总共进行11
轮比赛（包括奖牌轮）。黄丽珠/冯
惠敏具备全国前三的实力，若正常
发挥，有望夺得奖牌。

海南还有一名选手倪胜楠与上
海选手组成跨省组合参加该项目比
赛，今天的比赛过后排名第六。在
男子470级比赛中，海南选手陈勇/
闻友健暂列第十四。海南选手今天
还参加激光级和芬兰人级比赛，但
这两个项目海南队两年前才开始组
建队伍训练，水平还不高，今天的比

赛排名靠后。
沙排赛场今天海南只有一对

选手出战，黄春妹/林美媚在小组
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以0：2负于山
东浙江联队王凡/岳园，小组赛1胜
2负。明天是小组赛最后一天，海
南两对男选手和一对女选手出
战。其中海南二队王亚君/翁先武
与跨省组合杨聪/吴佳欣的比赛有

“同室操戈”的味道，杨聪是海南选
手，他与江苏选手吴佳欣的组合是
夺牌热门。

在群众比赛羽毛球赛场，海南
男双组合林著瑾/谢家民和女双组
合黄燕/陈玮玮今天分别轻取湖南
选手和新疆选手，均已取得两连
胜。海南这两对选手在B组（35岁-
49岁）中有望获取奖牌。

海南组合暂列女子帆船470级第四
群众比赛羽毛球项目海南选手两连胜

群众比赛海南羽球队教练黄丽莎：

海南羽毛球明天会更好

图为海南队黄丽珠/冯惠敏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摄

8月31日，中
国队球员郜林在
比赛中庆祝点球
破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