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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45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 0106执45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2月5日10时至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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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荣兆(曾
用名曹荣照)、林红花共有的海口市坡卜村厦美新村4幢402房
(证号：19698-1 及 19698)。参考价:248000 元，竞买保证金
49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10月20日9
时起至2017年12月3日16时止接受咨询(法定节假日除外)；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6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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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 0898-
66756879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

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现场服

务。会议时间：2017年12月8日-10日，会议规模：600人。

服务项目包含：会场布置、会议引导、餐饮、茶歇、住房安排、项

目考察、交通接驳等600人左右（含200人左右接送机）大会

服务工作。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

年有同类会议活动工作经验，接待过千人以上规模会议的

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0月25日至31日，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

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11月1日17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亿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

人海口潮润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

月17日作出（2017）琼0107执119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海

口潮润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拥有的位于澄迈县金江镇海榆西线公

路54公里处南侧（金马花园）27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澄房

权证金公字第3294、3315-3318、3320-3341号，房屋他项权证

号为澄房他证金江字第3274号，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465.74平

方米）。

凡对上述查封的房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2017）琼0107执119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4380号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2月19日10时至2017年12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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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一、何安琪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龙昆南路30号海南正大豪庭商住小区5栋住宅楼12层1203房。参考
价：1268500元，竞买保证金250000元。二、林成伟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龙昆南路30号海南正大豪庭商住小区5栋住宅楼5层503房。
参考价：1145000元，竞买保证金22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自2017年10月26日9时起至2017年12月17日16时止接受咨询（法
定节假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20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
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0898-
6675687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4380号 撤场通知

米格餐厅（韩朋立）：
2015年11月27日，您向我司提交《申请书》，申请延期撤

离占用我司的场地，并自愿缴纳场地占用费。但自2016年8月
5日后您就未缴纳场地占用费，现累计拖欠（2016年7月1日—
2017年10月31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及水费共计近二十六万
元，也未搬离店内物品。现我司正式通知您，要求您于2017年
10月31日前搬离占用场地内的物品并结清拖欠费用。逾期将
视为无主遗弃物品，作为废弃物品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及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海南好饰家建材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7日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文城10月27日电（ 记者张
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由海南西盟
足球俱乐部运营的2017年文昌市
首届“航天杯”笼式足球 3V3邀请
赛，27日在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开踢。

本次比赛分3个组别，分别是男
子U12组、U16组、公开组。比赛奖
励前四名，每个组别的冠军、亚军、季
军、殿军的奖金分别为 2000 元、
1500元、1000元、500元，冠亚季军

还将获得奖杯及奖牌。共有24支省
内球队参加，其中，男子U12组共8
支球队参加，男子U16组共7支球队
角逐，水平最高的男子公开组共9支
球队参加。

本次比赛不设上下半场，全场
10分钟，不限换人，可重复换人。两
队在常规时间踢成平局，则需通过后
脚跟在中圈点球决出胜负。比赛在
10米长宽、2.6米高的铁笼中进行。
球门长1.2米，宽0.8米。男子U12组

和公开组均采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
赛的方式决出名次。男子U16组采
用单循环赛制决出前4名。

文昌市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上
表示，举办本次比赛旨在丰富广大人
民群众的文体生活，推动足球运动在
文昌青少年人群中的发展和普及。
文昌这几年先后举办了“迎春杯”、

“五四青年杯”等足球赛。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和文昌市人

民政府主办。

文昌“航天杯”笼式足球
3V3邀请赛开踢

本报兴隆10月27日电 （记者
王黎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碧桂园杯”2017 第
12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28日在万宁市兴隆开赛。目前，赛
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各参赛队、裁判员、工作人员已全
部到位。

本次比赛历时9天，分设9个赛
段，分别为第一赛段万宁兴隆绕圈
赛，第二赛段万宁-琼海-定安-文
昌-海口，第三赛段海口-澄迈，第四
赛段澄迈-临高-儋州，第五赛段儋
州-白沙-昌江，第六赛段昌江-东
方-乐东-三亚，第七赛段三亚-保
亭-五指山，第八赛段五指山-琼中-
陵水，第九赛段陵水-万宁。比赛全
程1571.2公里，途经17个市县，起、
终点均设在万宁兴隆。共有20支队
伍参赛，其中4支洲际职业队、15支
洲际队和1支国家队。比赛总奖金
为35万美元。

本届赛事有3个特点。首先，赛
前预热活动反响热烈。9月17日举
行的“绿色出行就要骑”公益骑行活
动，是环岛赛的传统品牌推广活动，
以“倡导绿色健康生活，创建文明城
市”为主题，吸引了海南各界人士以

及1000多名市民的积极参与，通过
公益骑行，传递良好生活理念，塑造
海口积极健康的城市文化符号；今年
环岛赛也首次邀请了明星车手参与
赛前预热活动，在8月份举行的“与
大咖一起探秘环岛赛”试骑活动中，
我国著名车手计成来到了环岛赛现
场，与车迷一起骑行环岛赛“皇后赛
道”，在体验环岛赛赛道文化的同时，
也增进了与车迷的互动交流，丰富了
环岛赛文化。

其次是线路更美，与旅游融合
更加紧密。本届赛事线路设计融入
了更多海南特色的旅游景观、景点，
尤其串联了五指山水满乡景区、西
线沿海国道、洋浦港景区等海南中
西部的旅游区，使线路更美，更具海
南特色。同时与旅游公司合作，整
合环岛赛周边旅游资源，开发体育
旅游体验产品，吸引更多岛外游客
骑进来，塑造赛事与旅游融合发展
新格局。

第三是更具国际范。本届环岛
赛从形象设计、起终点布置、赛事配
套活动、证件管理、宣传推广等方面
借鉴国际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打造更
具国际范的顶级自行车赛。同时坚
持央视全程直播和全球直播的国际

化手段，继续与央视和环法运营机构
A.S.O合作。CCTV-5、CCTV-5+、
旅游卫视将继续对本届环岛赛全部
9个赛段进行现场直播。除欧洲体
育频道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之外，环

岛赛的海外分销团队将把直播信号
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本届环岛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
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南体
育赛事有限公司和海南环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共同运营，赛
事级别为洲际2.HC级，是亚洲顶级
赛事。

环岛赛开幕式今天在万宁兴隆
举行，副省长王路出席了开幕式。

第12届环岛自行车赛今日“发车”
总奖金35万美元，20支国内外车队参加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年海南体彩公益全民健身
行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海南文化体育
公园户外广场举行。该健身行活动包
括4项公益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这四项活动分别是海南省男子足球
（40岁以上）邀请赛、海南省青少年篮球
公益训练营、海南省广场舞环岛巡回公
益推广和“送健康、送快乐”惠民活动。

本次活动的受众面广，亮点颇
多。其中，“送健康、送快乐”惠民活动
直接面对基层，基层组织（村镇、社区、
街道、小区、学校等）可将体育健身需
求通过网络（微信）、纸质文件、电话客
服三种渠道向省体彩中心进行申报，
经评审小组进行综合评审通过后，予
以金额不等的经费支持。

海南省广场舞环岛巡回公益推广
活动是本次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的活动。活动采用全岛巡回驻站推广
方式，选派有优秀广场舞师资的教练
员分赴各市、县进行广场舞巡回培训

推广，活动时间为11月至12月，每站
两天，预计全省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
3000人。此外，户外参与公益公开教
学、互动人数将超过10万人。

海南省青少年篮球公益训练营特
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的教练团队。
其中，的斯地亚-因博齐科、米林科-
迪科维奇是由塞尔维亚国家体育青年
部委派，持有国际篮联教练员证书的
专业篮球教练。此次训练营通过海选
方式确定参训人选，在海口市、三亚市
两地共举办8期训练营，选拔具有一
定篮球基础、具备较大发展潜力的我
省青少年约240人参加集训。

海南省男子足球（40岁以上）邀请
赛为11人制足球赛，共有16支队伍
参加，我省各市、县年满40岁以上的
队员均可报名（女队员也可以报名参
赛）。比赛时间11月-12月底，逢周
六周日比赛。16支球队分为四个小
组，先进行单循环赛，小组前两名晋级
八强进行淘汰赛，直至决出所有名次。

海南体彩公益全民健身行
系列活动启动

四项公益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法国公开赛产生八强

国羽男单仅剩一人
据新华社巴黎 10月 26日电 （记者苏斌）

2017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26日展开五个单项的
八分之一决赛争夺。中国队三位男单选手仅有卫
冕冠军石宇奇过关，何冰娇和陈雨菲较轻松地锁
定女单八强席位。双打赛场上演两场中国队“内
战”，两组高排位种子笑到最后。

男单奥运冠军谌龙的对手是此前一天淘汰了
黄宇翔的丹麦选手安东森。首局谌龙以21∶15告
捷，安东森第二局强势地以5∶0开局，奋力追赶的
谌龙仍以16∶21丢掉本局。

决胜局开局阶段谌龙以6∶3领先，但很快被
对手扳为6平。谌龙在8∶10落后时被裁判做出
不利于己方的判罚，他似乎受到这一判罚的影响，
最终以16∶21遭遇逆转。继上周丹麦公开赛首轮
出局后，谌龙又无缘本站赛事八强。

乔斌同样与韩国选手全奕陈战满三局，以
16∶21、21∶13、12∶21告负。四号种子石宇奇以
21∶15、21∶10淘汰主场作战的莱维德斯，八强战
将对阵印度的八号种子斯里坎特。

女单卫冕冠军何冰娇以21∶17、21∶12击败
丹麦选手布利克费尔特。19岁小将陈雨菲在与
印度尼西亚选手拉玛蒂尼的较量中以21∶17赢
下首局后，第二局带着11∶1的巨大优势进入技
术暂停，并以21∶9再下一城。不同于男单冷门
不断，女单前五号种子中仅有西班牙名将马林被
淘汰出局，戴资颖、辛杜、成池铉和山口茜均顺
利挺进八强。

国王杯：

皇马客胜富恩拉布拉达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26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西班牙国王杯十六分之一决赛首轮26日结
束，在一场焦点战中，皇家马德里客场2：0战胜西
乙B球队富恩拉布拉达。

本场比赛，皇马主帅齐达内选择让主力队员
轮休，让多名青年队球员升至一队参赛。上半时
结束前，略伦特的一记射门击中门框。第62分
钟，阿什切夫禁区内被拉倒，皇马获得点球，阿森
西奥主罚命中。第79分钟，主队球员坎德拉禁区
内拉倒特奥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巴斯克斯点
球为皇马锁定2∶0的比分。终场前巴列霍飞铲对
手吃到红牌被罚下。

同日，拉斯帕尔马斯客场4∶1战胜拉科鲁尼
亚，莫莫和卡勒里分别为客队梅开二度，主队仅在
第58分钟由佩雷斯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赫罗
纳主场0∶2不敌莱万特，博阿滕和杜库雷各有一
球入账。特内里费主场0∶0战平西班牙人。皇家
社会凭借卡纳莱斯的入球，客场1∶0击败莱里达。

新华社新加坡10月27日电 瑞
士网球名将辛吉斯在新加坡参加
WTA年终总决赛时向外界宣布，她

“真的”要退役了。现年37岁的“瑞士
公主”此前曾两次宣布退役。

2003年，伤病迫使她第一次宣布
退役，那年辛吉斯22岁，手握5个大满
贯女单冠军。两年后，她重回网坛，
2007年又因药检呈可卡因阳性再次宣
布退役。2013年年中，她再度复出，之
后在双打项目上取得了辉煌战绩。

这次，辛吉斯表示，本届WTA
年终总决赛将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最
后一站。

在26日的女双四分之一比赛中，
辛吉斯和詹咏然组合以6∶3和6∶2击
败格罗妮菲尔德和佩施克。赛后她对
记者表示：“我认为这次与以往是不同
的，之前我一直在考虑可能会重回赛
场，但这次我是明确要退役了。”

辛吉斯认为，现在是自己最好的
退役时机。“对于运动员来说，你总是
希望能够功成身退，而不是在走下坡
路时离开。”

她的同胞费德勒在听到她退役的
消息后表示自己并不会感到悲伤。“她
在网球这条路上已经走得足够长久，而
且她也能够心态平和地对待退役这个

决定，我会一直是辛吉斯忠实的粉丝。”
现年36岁的“瑞士天王”曾公开

表示过对辛吉斯的感谢。“辛吉斯用
自己的行动向我展示了如何成为一
名优秀的网球选手。拥有这样的运
动员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幸运的。”

辛吉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
在青少年比赛中成为超级明星，16
岁那年便赢得了澳网、温网和美网冠
军头衔，这几场比赛激励了少年时代
的费德勒以及后来跟随她的脚步踏
上世界网坛的瓦林卡、本西奇等人。

如果顺利的话，“瑞士公主”距离
职业生涯的终点还有两场比赛。

辛吉斯第三次宣布退役

图为选手在2016年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澄迈－儋州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