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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女子4×100米接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摄

本报天津9月6日电（记者林永
成）天津全运会帆船项目比赛今天在
天津东疆湾进行最后5个项目的奖牌
轮角逐后收帆。在女子470级比赛
中，海南组合黄丽珠/冯慧敏最终获得
第五名，海南选手倪胜楠与上海选手
组成的跨省组合获得第六名。

在今天进行的女子470级奖牌
轮比赛中，此前排名第五的黄丽珠/
冯慧敏获得第十名，最终总成绩排名
第五。本届全运会帆船470级比赛，
允许各队组成跨省组合参赛。浙江、
山东等人才济济的帆船强队于是各
取所需互补短长，跨省组合组成强强

组合参赛。跨省组合的出现，打破了
竞争的格局。在女子470级比赛中，
两对浙鲁组合陈莎莎/黄绪峰和高海
燕/王晓丽包揽前两名。在前六名
中，有六对是跨省组合。

男子470级比赛，海南选手陈勇/闻
友健最终获得第十名。雷迪尔级和芬兰
人级比赛，海南参赛选手排名靠后。

海南帆船队共派出17名选手参
加本届全运会8个项目的角逐，最终
无缘奖牌，收获第四名、第五名和第八
名各一个。毕焜在男子RS：X级比赛
中获得第四名，黄丽珠/冯慧敏获女子
470级第五名，OP帆船获第八名。此

外，还获得“半个”第六名（倪胜楠与上
海选手组成的女子470级跨省组合）。

海南田径选手今晚参加两个接力
项目的预赛。在女子4×100米接力预
赛中，海南队列小组最后一名，没能进
决赛。在女子4×400米预赛中，海南
队列小组最后一名，没能进决赛。海南
选手薛亚农与福建、重庆选手组成的闽
琼渝联队获得小组第二，晋级决赛。

明天海南跆拳道选手高盼将参
加女子67公斤以上级比赛。共有16
名选手参与角逐，高盼被列为3号种
子。高盼是今年全国锦标赛67公斤
以上级冠军，有争夺奖牌的实力。

黄丽珠/冯慧敏获帆船女子470级第五名

海南帆船队无缘奖牌

据新华社东京9月6日电（记者
严蕾）6日，女排大冠军杯比赛迎来了
中国与巴西的强强之战，中国女排在
鏖战五局之后以3：2艰难取胜。

巴西女排是大冠军杯卫冕冠军，
实力不凡。而中国女排是里约奥运
会冠军，在今年的女排大奖赛中曾以
3：0击败巴西。本场比赛鹿死谁手
早已引发诸多猜测。

整场比赛中，朱婷获得全场最高
的33分，包括31次扣球、1次拦网和
1次发球得分。另外得分上双的还有
曾春蕾、袁心玥和颜妮。

巴西队教练吉马良斯在赛后记者
会上说，中国队前两局打得很好，但到
了第三局，巴西队开始发挥实力，在拦
网、防守和发球上都有所起色。“更为
重要的是，我们在反击上开始做得更
好，这对于迎战中国女排这样的奥运

冠军非常重要。”
“我们最后一局在落后的情况下

取胜，非常幸运。”中国队教练安家杰
赛后总结说，“今天的比赛非常精彩，
巴西队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他说，中国队前两局打得比较好，
但到了第三局有所松懈，队员们注意
力不够集中，动作不再连贯，之后会针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训练和布置。

朱婷也表示，在今天的决胜局中，
双方都打出了高水平，巴西女排是一
支非常顽强的队伍，今天的后几局中，
自己有些急躁，今后会对此进行调整。

2017年女排大冠军杯9月5日至
10日在日本东京和名古屋举行，共有6
支队伍参赛。

➡ 6日，袁心玥（右二）在比赛中
扣球。 新华社发

女排大冠军杯第二轮

中国女排险胜巴西获两连胜

备战东京奥运会

海南张维维入选中国高球奥运之队
本报海口 9月 6日讯 （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省文体厅获悉，中国
高尔夫球协会6日在国家体育总局
举行了中国高尔夫球奥运之队组
建及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动员
会，正式启动奥运备战工作。20岁
的海南女子高尔夫球队选手张维
维入选。

高尔夫奥运之队由 7 名男球
员和 9 名女球员组成。其中男队
队长梁文冲，队员包括吴阿顺、
2017 年英国公开赛季军李昊桐、
新科美巡赛球员窦泽成、张新军、
刘晏玮和张蕙麟共 7 人。女队则
由里约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冯珊珊
领衔，队员有奥运史上首个一杆

进洞的女球手林希妤，以及鲁婉
遥、阎菁、冯思敏、石昱婷、张维
维、刘钰和刘艳。

张维维是海南高尔夫球队的优
秀选手，她刚代表海南队参加了全
运会，获得了团体第4名。今年初，
张维维在日巡赛上夺得了一站冠
军。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女子职

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珠海站比赛中，
张维维赢得了转为职业球手后的第
一个冠军。

中国高尔夫球队在里约奥运赛
场上的首秀超额完成了参赛任务。
吴阿顺、李昊桐、冯珊珊、林希妤代
表中国满额参赛，成为中国高尔夫
球运动奥运史上第一批参赛运动

员。冯珊珊勇夺中国高尔夫球奥运
历史上第一块奖牌，林希妤创造了
高尔夫球奥运史女子比赛的第一个
一杆进洞。

据了解，奥运之队将实行动态
管理。根据竞技实力按年度微调运
动员名单和人数，确保重点运动员
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激扬青春
快乐健康”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赛暨“陵水杯”海南省青年足球联赛第
二阶段的比赛8日将在陵水体育场开
踢。8支球队将捉对厮杀，决出冠军。

8日，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为：
万宁队VS文昌队、五指山队VS海
口琼山区青年队、海口红色战车队
VS三亚海浪晨晖队、临高青年队
VS儋州队。比赛的胜者将进入4
强，冠军争夺战将在14日举行。

市县组预赛共21支球队参赛，
比赛场次110多场。市县组预赛分

为南北两个半区，第一阶段实行主客
场制。南区参赛球队为三亚（2支）、
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儋州、乐
东、东方、昌江、白沙。北区参赛球队
为海口（2 支）、文昌、琼海、定安、琼
中、澄迈、临高、屯昌、省洋浦工委。
按规程规定，南北两个半区前4名共
8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决赛。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
教育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等
单位共同主办，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
进会等单位承办，海南大脚丫体育赛
事运营有限公司运营。

省青年足球联赛淘汰赛
本周末陵水开踢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

万宁队VS文昌队
五指山队VS海口琼山区青年队

9月8日 陵水体育场

海口红色战车队VS三亚海浪晨晖队
临高青年队VS儋州队

9月9日 陵水体育场

关注天津全运会

省直机关职工运动会
游泳比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邓翠婷 孙勇）
省直机关第四届职工运动会游泳比赛5日结束。

本次游泳比赛共设4×50米混合泳接力赛、
男子50米自由泳、男子50米蛙泳、女子50米自
由泳及女子50米蛙泳6个项目，有63支代表队、
近400名运动员参加。

省司法厅队以2分23秒的成绩摘得4×50
混合泳桂冠。海南海事局、省公安厅分获亚季
军。省海洋与渔业厅徐刚、省公安厅吴天雷、省
司法厅梁建恩分获男子50米自由泳冠亚季军。
省司法厅李涛、省海洋与渔业厅吴钟解、海南检
验检疫局张腾分获男子50米蛙泳冠亚季军。海
南海事局李海彤、操丹，省公安厅欧晨倩分获女
子50米自由泳冠亚季军。海口海关王楚怡、海
南海事局童颖、省公安厅冯欢欢分获女子50米
蛙泳冠亚季军。

全国业余高尔夫超级联赛
东部赛区第6场开杆

本报讯（通讯员陈丹丹）全国业余高尔夫超
级联赛开赛至今已有逾百支球队报名参赛。9
月，将有10多场预选赛在全国6大赛区开赛，东
部赛区第6场比赛6日在浙江横店禹山高尔夫球
场开杆。

全国业余高尔夫超级联赛由观澜湖集团、
上海友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球玩伴 APP）主
办，赛事时间跨度长达8个月，总奖金奖品价值
高达百万元。联赛分为预选赛、复活赛和总决
赛三个阶段。预选赛分为全国6大赛区。经过
预选赛、复活赛，最终有 120 支球队晋级总决
赛，届时这120支球队将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
假区同时比赛，创下百支球队同时参加决赛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37岁大威书写传奇
成美网史上年龄最大的四强选手

据新华社纽约9月5日电（记者王集旻）美
国网球公开赛5日开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美国常青树、七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得主大威廉姆
斯在一场焦点战役中，以6：3、3：6和7：6（2）艰难
战胜捷克名将科维托娃，以37岁“高龄”闯入美网
四强，成为美网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四强选手。

放眼世界网坛四大满贯公开赛，大威也是过
去20余年里年纪最大的四强选手。上一位以同
样“高龄”做到这一点的是“女金刚”纳芙拉蒂洛
娃，那是在1994年的温网。此外，大威在下周公
布的新一期女子世界排名榜上将重返世界前五。

大威半决赛的对手是“小字辈”、美国同胞斯
蒂芬斯，后者比大威小了整整13岁，此前由于受
伤排名跌落至83位，但其最高排名也曾到过世界
第11位，实力不容小觑。

大威对此评价说：“过去两周美国选手的表现
非常出色，我很高兴能看到美国网球的复兴，希望
能保持下去。”

男子方面，来自西班牙的12号种子布斯塔继
续良好的发挥，直落三盘战胜阿根廷人施瓦茨曼，
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赛事四强，而且本届美网到
目前为止一盘未丢。

广告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朴文智、于俊杰、蒋世寅、赵蕊珠、胡大
卫、邢振疆、任继平、胡铱、朱文海、陈宗标、沈虹、王晓堃、冯开军、谢华
婧、汪咏梅、杨来淮、杨振忠、黄敏丽、王俊良、王椰鸿、刘秋菊、陈海波、
张玉林、施敏、赖运南、李琼芳、朱志勇、黄宝玮、汤长雨、梁少云、姚占
梅、王书、庄素薇、梁文尧、刘建雄、杜雪、冯建文、周彦、熊军琴、蒋新、
吴怡、韩颖、吴德华、周添盛、朱勇、李伟阳、张辉、陈贤芬、叶才华、杨洪
宇、王曼江、潘琳、潘庆、李衬、符冬林、刘燕、董艳莉、陈新福、徐象火、
郝小平、徐晶晶、滕利贵、兰岚、高锋、苗君鸽、郭大清、舒小勇、刘群、刘
毅、黄斌、田晓龙、吴志强、郭晓蓉、童柳梅、张杰、王骅麟、郑爱华、赵志
强、谢祯发、杨倩、李丕东、曾令文、蔡莹莹、陈廷国、徐辉军、傅淑华、岳
刚、余玲、李宇、郭长闽、杨小玲、张伟峰、邓桐英、王宇皓、蒋榕珈，卢盈
岑、龚文菲、马诚、张德芳、王若兰、贾象锡、梁小荣、王宏、吴志波、周世
民、张泽隆、郑伍华、陈秀娟、刘璇、顾军、施磊、赵瑜、陈业敏、车爱华、
李博涵、吴福炳、高迎、尤献木、张健、胡缨、童爱珍、程劲松、宋祖松、孟
小斌、李强、姚红霞、王金才、林伊卫、云天吉、张学凤、罗智、李宁、孙湘
磊、马诚、刘学强、周春妹、陈德森、龙团荷、林文、赵怀芬、毛孝杰、毛若
艮、于连军、向阳、朱芳华、王锋、陈国栋、熊桂香、詹小渝、刘娜、钟建
国、肖自力、朱良武、李素英、李雪妍、张向东、马勇、于长江、李倩、树
青、周凌、陈诗白、李颖、梁振效、王建萍、符岗、王强、王春德、黄和、董
丽萍、宋勇、宋楠、金龙、张松、赵黛影、冯宣皓、冯伟文、闫建丽、王丽
楣、陈德顺、徐彬、邓金海、张肇齐、宁世清、晏勇、高国华、程岗、李琛、
陈春芳、羊树新、汪红梅、刘振礼、曾萍、陈炳楠、何颖与被执行人海南
海华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位
于海口市龙华区民声西路28号悠生海华（世纪花园）B2（D）幢303、
B2（D）幢305、B2（D）幢3A01、B2（D）幢205、B2（D）幢203、B2（D）
栋3A02、B2（D）幢2层202、B2（D）幢2层201、B幢4层3A03、B2
（D）幢105、B2（D）幢103、D幢1层101、D幢1层102、B幢4层3A05
栋、D幢4层3A03、B幢5层501、B幢5层502、B幢5层503、C幢
501、C幢 3A05、C栋 3A03、C栋 3A01、A幢 605、C栋 1105、C栋
1103、C栋1102、B幢101、B幢105、B幢202、B幢201、B幢2层203、
B幢2层205、B幢3层301、B幢3层302、B幢3层303、B幢3层305、
B幢4层3A01、B幢4层3A02、C栋1101、C栋1005、A幢1105、A幢
1103、A幢701、A幢703、A幢705、A幢801、A幢802、A幢803、A
幢 805、A 幢 901、A 幢 902、A 幢 903、A 幢 905、A 幢 1001、A 幢
1002、A幢 1005、A幢 1102、A幢 101、D幢 10层 1003、D幢 10层
1002、D幢10层1001、D幢9层905、D幢9层903、D幢9层901、D幢
8层805、D幢8层803、D幢16-17层1603、D幢16-17层1602、D幢
16-17层1601、D幢15层1505、D幢15层1503、B幢8层803、B幢8
层802、B幢8层801、B幢7层705、B幢7层703、B幢7层702、A幢
1003号、B幢7层701、B幢6层602、C幢7层705、B幢5层505、D幢
15层1502。D幢15层1501、D幢14层12B05、B幢6层601、D幢14
层12B02、D幢14层12B01、D幢13层12A05、D幢13层12A03、D
幢13层12A02、D幢13层12A01、D幢12层1205、D幢12层1203、D

幢12层1202、D幢12层1201、D幢11层1105、D幢11层1103、D幢
16-17层 1605、D幢11层 1102、D幢801号、D幢11层 1101、D幢
802、D幢3A05、D幢501、D幢502、D幢503，D幢505、D幢601、D
幢301、C幢10层1003、C幢10层1002、D幢602、D幢6层603、D幢
6层605、D栋302、B幢1105、B幢1103、B幢1101、B幢1005、B幢
1003、B幢1001、B幢1002、B幢905、B幢903、B幢902、B幢901、B
幢805、A幢105、A幢201、A幢202、D幢14层12B03、A幢203、A
幢 205、A 幢 301、A 幢 302、A 幢 303、A 幢 305、A 幢 3A01、A 幢
3A02、A幢 3A03、A幢 3A05、A幢 501、A幢 502、A幢 503、A幢
505、A幢601、A幢602、A幢603、C幢1505、D幢7层702、D幢7层
705、C幢10层1001、C幢9层905、C幢9层903、C幢9层902、C幢9
层901、C幢8层805、D幢7层701、C幢8层803、C幢8层802、C幢8
层801、C幢7层703、C幢7层702、C幢6层605、C幢6层603、C幢6
层602、C幢6层601、C幢5层505、C幢5层503、C幢5层502、C幢
12层1201、C幢12层1202、C幢12层1203、C幢12层1205、C幢13
层12A01、C幢13层12A02、C幢13层12A03、C幢13层12A05、C
幢 13 层 12B01、C 幢 14 层 12B02、C 幢 14 层 12B03、C 幢 14 层
12B05、C幢15-16层1501、C幢15-16层1502、C幢15-16层1503
房、办理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朴文智、于俊杰、将世寅、赵蕊珠、胡大
卫、胡大卫、邢振疆、任继平、胡铱、朱文海、胡大卫、胡大卫、胡大卫、陈
宗标、沈虹、王晓堃、冯开军、谢华婧、汪咏梅、杨来准、杨振忠、黄敏丽、

王俊良、王椰鸿、刘秋菊、陈海波、张玉林、施敏、赖运南、李琼芳、朱志
勇、黄宝玮、汤长雨、梁少云、姚占梅、王书、庄素微、梁文尧、刘建雄、杜
雪、冯建文、周彦、熊军琴、蒋新、吴怡、韩颖、吴德华、周添盛、朱勇、李
伟阳、张辉、陈贤芬、叶才华、杨洪宇、王曼江、潘琳、潘庆、李衬、符冬
林、胡大卫、刘燕、董艳莉、陈新福、徐象火。郝小平、徐晶晶、滕利贵、
兰岚、高锋、苗君鸽、郭大清、舒小勇、刘群、刘毅、黄斌、田晓龙、吴志
强、郭晓蓉、童柳梅、张杰、王骅麟、郑爱华、赵志强、谢祯发、杨倩、李丕
东、曾令文、蔡莹莹、陈廷国、徐辉军、傅淑华、岳刚、余玲、李宇、郭长
闽、杨小玲、张伟峰、邓桐英、王宇皓、蒋榕珈、卢盈芩、龚文非、马诚、张
德芳、王若兰、贾象锡、梁小荣、王宏、吴志波、周世民、张泽隆、郑伍华、
陈秀娟、刘璇、顾军、施磊、赵瑜、陈业敏、车爱华、李博涵、吴福炳、高
迎、尤献木、张健、胡缨、童爱珍、程劲松、宋祖松、孟小斌、李强、姚红
霞、王金才、林伊卫、云天吉、张学凤、罗智、李宁、孙湘磊、马诚、刘学
强、周春妹、陈德森、龙团荷、林文、赵怀芬、毛孝杰、毛若艮、于连军、向
阳、朱芳华、王锋、陈国栋、熊桂香、詹小渝、刘娜、钟建国、肖自力、朱良
武、李素英、李雪妍、张向东、马勇、于长江、李倩、树青、周凌、陈诗白、
李颖、梁振效、王建萍、符岗、王强、，王春德、黄和、董丽萍、宋勇、宋楠、
金龙、张松、赵黛影、冯宣皓、冯伟文、闫建丽、王丽楣、陈德顺、徐彬、邓
金海、张肇齐、宁世清、晏勇、高国华、程岗、李琛、陈春芳、羊树新、汪红
梅、刘振礼、曾萍、陈炳楠、何颖名下。对上述法院待办理变更登记的财
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
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307-492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
可于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7日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10月7日15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17年10月7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
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
为2017年9月30日上午9时至2017年10月9日上午11时0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0898-66219067 65303602联系人：张女士查询网址：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7日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国土资用告字〔2017〕06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2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NB2017-A-07

位置
南宝镇松梅村北侧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面 积（m2）
59717

使用年限
70年

容积率
1.0＜R≤1.2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20m

竞买保证金（万元）
3000

地块编号
NB2017-A-04

位置
南宝镇松梅村北侧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面 积（m2）
51513

使用年限
70年

容积率
1.0＜R≤1.2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20m

竞买保证金（万元）
2500开设专业：

高升本：会计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

高升专：会计、金融、法律事务、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商务英语、计
算机、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程造价

专升本：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财政学、金融学、法学、工商管
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房地产
经营管理、财务管理

地 址：海口市和平南路25—5号(和平城市广场斜对面、小雅婚
纱摄影旁)

江西财经大学成教招生

正在接受报名（晚上双休日照常上班） 电话：65329699 65397688 (简章备索)

成人高考9月2日—11日报考

关于补交及增加注册资本的通知
王勇刚先生：

为扩大公司香鸡养殖规模，推动公司产业发展，公司股东须
增 加 注 册 资 本（货 币 出 资）至 人 民 币 叁 仟 万 元 整
（￥30000000.00），加大运营资金，保证公司业务正常运作。

此次增加注册资本，各位股东须按原有股份比例进行增资，
您在此次增资中，按您持有公司股份45%的比例，须增加出资款
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万元整（￥13500000.00）。请您于2017年
10 月 6 日前完成履行出资款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万元整
（￥13500000.00）的货币注资款项的缴纳工作。

同时，请您于2017年10月6日前完成履行你持有的公司原
注册资本金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的45%股份，即人
民币玖拾万元整（ ￥900000.00）的出资义务。

屯昌兴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9月7日

抢鲜读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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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支小生力军下沉服务，践行普惠金融，2016年累计放贷70.39亿元，76710笔业务——

海南小贷公司不“小”

海南银行开业两周年 全行总资产超460亿元

打造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的特色银行打造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的特色银行

沪指冲击沪指冲击34003400点点 融资客进场融资客进场 周期股仍是最爱周期股仍是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