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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声明

为在全省范围内彻底清除生产、销售假中成药的违

法行为，切实维护公众的用药安全，我局于2017年7月

10日和11日分别在《海南日报》和《南国都市报》发布了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投诉举报药店销售假

中成药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并以附件形式通报了

海南省近年查处的部分假中成药的基本信息。公告发布

后，部分企业反映《通告》附件中有关“假中成药名称”和

“假冒的生产单位名称”的表述在理解上可能存在歧义，

容易引起社会误读。为此，我局现声明如下：《通告》中

“假冒的生产单位名称”指的是被冒用的合法生产单位的

名称或编造的根本就不存在的生产单位名称，“假中成药

名称”指的是以被冒用的合法生产单位或以编造的根本

就不存在的生产单位的名义非法生产的假中药名称，与

被冒用的合法生产单位及其合法药品无关。

该《通告》发布后，部分媒体和网络进行了转载，请相

关转载的媒体和网络协助予以澄清。

特此声明。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10月31日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选聘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一批工程招标项目选聘

招标代理机构，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有意者请来电联

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 11 月 6日-10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以

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刘小姐 0898-66810879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10HN00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以下资产：海口市慧远美
林谷合作项目分得房产6783.03m2（共有 33套、建筑面积从
115.60m2到421.40m2不等）、综合楼774.69m2及车库3088.33m2

（110个），挂牌价格为78,485,688元，报名需缴纳竞买保证金
2800万元。慧远美林谷占地17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 容
积率为1.0，绿化率为64%，由37幢4-7层一梯两户别墅式花园
洋房组成，建筑结构为钢混结构。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临海片
区，东临长秀路，南临美林路，西临蓝城大道，北临白云路，周边有
华侨中学、九小分校、蓝城印象、西海岸高尔夫和假日海滩等。该
区自然环境优美，人口较密集，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生活配套设施
完善。公告期：2017年10月31日至2017年11月27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
ggzy.hi.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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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66558038（黄小姐）、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0月31日

“海口市美兰区、秀英区行政单位
车改取消车辆”网络竞价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10HN017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美兰区、秀英区行政单位车

改取消车辆共36辆，车辆品牌有江铃、海马、起亚等，起始价从
0.3万元到5万元不等，每辆车的竞买保证金均为人民币1万
元，公告期限：2017年10月31日至2017年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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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1、债权：债权名称：海南省五指山市旅游山庄有限公司；所在
地：海南省五指山市；本金：8,658,392.25元、利息43,714,589.91
元；担保情况：山庄21200m2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押；当前资产状
况：正常经营。

2、股权权益：海南省五指山市旅游山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该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我司享有
该公司75%的股权权益（其中：60%的股权登记在中国银行海南
省分行名下，15%的股权为司法裁定抵债，仍登记在海南省中旅
社名下），该公司注册资本640万元，属酒店行业，经营范围宾馆
附设餐厅、茶座、商场及车队，现正常经营。该债权及股权权益的
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良好支付能力；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
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
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11月21
日。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
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
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
部门）。0898-66563202(我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 财
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11月2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省五指山市旅游山庄有限公司债权及股权权益的处置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国营西联农场供销公司，海南省国营西联农场

橡胶加工厂，西联农场机运公司，海南省国营西联饮料

厂，国营西联农场机务运输公司，海南省国营西联农业开

发公司，海南省农垦西联皮革厂，海南省国营西联经济开

发总公司，海南省国营西联木材厂，西联塑料工艺制品

厂，海南省国营西流农场园林种苗场，海南省国营西流农

场木材厂，海南省国营西流农场玻璃马赛克厂，海南省国

营西流农场商贸公司，西流农场建筑工程公司，新盈农场

商贸公司,海南省国营西流农场塑料制品厂、海南新盈红

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海南海上国家森林公园19家单位拟向

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海南省国营西联农场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国营西联农场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环岛赛不仅在赛事性质、竞赛
规则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在参赛选手
的邀请方面也尤其重视。”海南环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晓华说。

2006年，环岛赛创办之初，只有
16支车队参赛，其中只有8支国际车
队，2017年参赛的20支车队中，国
际车队达到16支，共有来自28个国
家或地区的135名选手参赛。

“环岛赛对邀请车队特别重视，也
付出了大量的努力。”陈晓华说，从
2013年至今，该公司每年都派人观摩
环法、环意、环加州、环瑞士等世界顶

级的赛事，通过观摩赛事，与所有职业
队建立了联系，让更多顶级赛事组委
会和车队了解了环岛赛。除了直接对
接的方式，该公司还通过国际自盟、环
法运营机构和环意运营机构等国际自
行车组织帮忙联系车队，推荐环岛赛。

此外，在裁判团队方面，除了国
际自盟委派的裁判长之外，赛事组委
会每年都会额外邀请2名知名的国
际裁判来环岛赛执裁，增加了环岛赛

执裁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环岛赛是目前国内持续开展全

球电视直播最长的职业自行车赛，全
球超3.5亿用户关注。去年，首次由
国内团队制作信号、“境内+境外”全
程直播，这是环岛赛打造“国际范儿”
的全新尝试。据了解，去年赛事使用
18种语言进行直播，传播范围覆盖全
球51个国家，超过7500万户家庭，约
3.5亿观众可实时关注环岛赛。环岛

赛在欧洲体育2台、欧洲体育亚洲台、
法国队报旗下电视台、比利时十一体
育等60余家国际电视及网络频道进
行同步直播。同时，34家国内外新闻
媒体对赛事进行跟踪报道。

陈晓华说，环岛赛是海南体育产
业链上的“明珠”，把环岛赛办出影响
力，就是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成就
的有益推广。其次，透过环岛赛搭建
国际交流平台，促进海南与知名国际

组织和企业的交流合作。今年6月，
环岛赛组委会拜访了国际自盟，双方
不仅讨论了环岛赛事宜，也探讨了深
化合作，为海南引入更多高水平赛事
的可能性。今年，环岛赛与一家经营
国际骑游产品的旅游机构达成合作
协议，以本届环岛赛为契机，组织国
际骑游首发团体验环岛赛，打造专业
的环岛骑游产品。陈晓华表示，环岛
赛的举办可助力推动海南国际化的
进程，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面向世界
宣传和推介的重要窗口。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金江10月30日电）

环岛赛“国际味道”越来越浓

本报金江10月30日电（记者
王黎刚）“碧桂园杯”2017第十二届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结
束了第三赛段的争夺。来自意大利
威廉车队的雅克布·马雷斯科击退日
本UKYO车手乔恩·阿贝拉斯图里
以及澳大利亚爱寿维车手安东尼·吉
亚科波，取得两连胜。

今天的赛段由海口到澄迈，全
长 155.6 公里，设置 3 个途中冲刺
点和1个四级爬坡点。经历了昨天
230.2 公里的鏖战后，今天车手们
依然体力充沛，在强劲海风的伴随
下，以连续不断的进攻拉开比赛序
幕。在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到来前，
中国恒翔车队的柳建鹏趁主车群
短暂喘息之际，突击成功，取得第

一个冲刺点的头名以及3秒减秒。
凭借这3秒优势，他也超越队友马
光通，登上亚洲车手总成绩榜头
名，在赛段结束后穿上象征亚洲最
佳的蓝衫。

爬坡点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日本
UKYO车队普拉德斯冲得头名，爬
坡积分追平了乌克兰科尔斯车队的
布茨。但是布茨凭借更靠前的总成
绩，还是成功保住圆点衫。

终点冲刺阶段，嗅觉敏锐的意大
利车手马雷斯科把握住时机，以拉开
对手3个车位的优势率先过线。位
置不佳的阿贝拉斯图里尽管一路超
车，但也只能冲到第二名，爱寿维车
队冲刺主将吉亚科波获得第三名首
度登上领奖台。

第三赛段战罢 马雷斯科两连胜
蓝衫又易主 中国车手柳建鹏成为亚洲最佳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2017 年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大区
赛南二区（四川成都区）社会组10月
30日结束半决赛争夺。海南万宁鼎力
足球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江西队，闯
入决赛，并获得全国总决赛参赛名额。

本次比赛社会组实行单淘汰制，
前两名进入全国总决赛。在首日比赛
中，万宁鼎力队以4∶1淘汰东道主四
川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上半场，万
宁鼎力队球员传球失误被对手率先进
球。下半场，万宁鼎力队多次尝试进

攻争取扳回比分。第80分钟，万宁鼎
力队终于觅得机会，11号唐英龙接到
队友传球后转身抽射，皮球应声入
网。常规时间战成1∶1，根据本次比
赛规则，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点球
大战中，万宁鼎力队守门员苏业华表
现神勇，扑出对方3个点球。最终，海
南万宁鼎力足球队以1∶1（点球：3∶1）
淘汰江西队，闯入大区赛南二区决赛
的同时，也获得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据悉，2017年“我爱足球”民间争霸
赛总决赛将于12月中下旬在海南举行。

海南万宁鼎力队
挺进“我爱足球”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经过4天
的激烈争夺，2017第十一届中国杯
帆船赛10月29日在深圳收帆。代
表海南出征的“中帆航海陵水号”夺
得IRC-B组季军，这是“陵水号”连
续四年参加中国杯帆船赛以来取得
的最好战绩。

中国杯帆船赛是中国第一个国
际性大帆船赛事。本届中国杯帆
船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及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主办，共有来自
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名
水手参赛，分为 11 个组别。“陵水
号”参加 IRC-B组角逐，该组别共
有 21 支船队，是除博纳多 First
40.7 统一组别外，参赛船队数量最
多的一个组别。经过港深拉力赛
和三天场地赛的比拼，“陵水号”越
战越勇，最终以总分29排名第三登
上领奖台。

陵水黎族自治县从2014年开始

冠名和共建“陵水号”。四年来通过
不断参赛，船队的默契度越来越高，
成绩越来越好，在中国杯、海帆赛等
国际级赛事中都有不俗表现。本届
比赛，更是取得了参加中国杯赛事以
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在本届比赛中，备受瞩目的新
晋美洲杯冠军——花·口袋新西
兰酋长队获得博纳多 First 40.7
冠军，成为美洲杯和中国杯的双料
王者。

中国杯帆船赛收帆

“陵水号”夺IRC-B组季军

纽崔莱健康跑海口开跑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以“助

力公益，为爱奔跑”为主题的2017纽崔莱健康跑
活动昨天在海口万绿园开跑，吸引了3000多名群
众的参与。

作为一项不分年龄、性别的非竞技性群众体
育活动，纽崔莱健康跑自2002年开跑以来，已经
连续举办了16年，跑过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
106个城市，有410余万人次热情参与，创下了

“规模最大的全民健身跑步活动”的世界吉尼斯纪
录。从2005年至2017年，健康跑已经在海南举
办了九届，吸引超过5万多市民的热情参与，成为
海南群众喜爱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海口市越来越多的市民
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为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社
会治理贡献力量。因此今年的健康跑主题定为

“助力公益，为爱奔跑”，既提倡全民健身运动，也
倡导全民公益。当天活动还有很多来自海口市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文艺表演、志愿服务宣
誓、签名、志愿服务文化宣传等形式，用实际行动
支持公益、助力海口志愿服务事业。

活动开始后，健康跑“大军”高举着各式旗帜
冲过起跑线。他们从海口万绿园中心草坪出发，
从绿园路跑上龙珠桥至港湾路，沿着民俗风情街、
绿园东路、绿园中路，最终抵达万绿园中心草坪，
全程5公里。

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
11月7日陵水开赛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陵水杯”2017年
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将于11月7日至10日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此次共有43个代表队的
300多名选手角逐8个级别的金牌。

比赛设59公斤级、66公斤级、71公斤级、75
公斤级、80公斤级、85公斤级、98公斤级、130公
斤级8个级别。此外，还设立团体总分奖和体育
道德风尚奖。据介绍，该赛事为国内顶级摔跤赛
事之一，参赛选手中包括世界冠军、亚洲冠军，以
及30多位全运会冠军和全国锦标赛前两名选
手。本次比赛的裁判长由国际级裁判杨进担任。

定安男子九人排球赛
定城镇代表队捧杯

本报定城10月30日电（记者邓钰）10月29
日晚，定安县“喜迎十九大”男子九人排球赛落下
帷幕。经过前期预赛、半决赛的激烈角逐，当晚的
比赛最终决出冠军，定城镇代表队以3：0战胜对
手，捧杯而归。

据了解，此次比赛采取三局两胜制，每局21
分。自10月14日开赛以来，来自全县的10支代
表队总共进行了26场比赛。定城镇代表队和龙
门镇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打进最后的决赛。

本次赛事由中共定安县委、定安县人民政府
主办，定安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承办。

据新华社渥太华10月29日电 中
国选手朱雨婷和刘诗雯29日在加拿
大万锦举行的女乒世界杯上分别获得
冠亚军，朱雨婷最终在决赛中4∶3战
胜刘诗雯夺冠。

刘诗雯和朱雨婷会师决赛也许
并不意外，不过两人分别以两个干

净利落的4∶0轻松从半决赛晋级让
人惊叹。尤其是刘诗雯半决赛直落
四局战胜今年亚锦赛冠军、日本的
平野美宇，甚至在第三局 11∶1 轻
取，再次证明女乒的强大。朱雨婷
则在半决赛击败来自中国台北队的
郑怡静。

此前在比利时举行的男乒世界
杯，马龙和林高远双双提前出局，连决
赛都没有打入，因此这次女乒世界杯
的比赛就被给予厚望。不过好在相对
年轻的朱雨婷和有伤的刘诗雯都充分
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没有让女乒世界
杯冠军旁落。

中国选手包揽女乒世界杯冠亚军

巴塞尔网球赛
费德勒成就八冠王
北京时间 10 月 30 日凌晨，在

ATP500系列赛巴塞尔室内锦标赛
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瑞士球王费
德勒苦战三盘，最终以6∶7（5）/6∶4/
6∶3逆转了4号种子德尔波特罗，成
就赛会八冠王荣耀。这是费德勒职
业生涯第95个单打冠军，独居历史
第二位。

巴塞尔夺冠后，费德勒宣布因背
部伤势将退出巴黎大师赛。

图为费德勒庆祝胜利。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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