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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奔跑”娱乐清氧跑
海口站18日起跑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江苏华瀚国际娱乐
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的2017全国联站大型
休闲体育娱乐活动——“为爱奔跑”娱乐清氧跑·
海口站本月18日在海口万绿园欢乐开跑。

本次活动将吸引省内外数千人参加，分男子
组、女子组，设老骥伏枥奖、初生牛犊奖和参与奖。
其中，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的奖金均为3000元。
老骥伏枥奖为报名参赛且完成比赛的年纪最大者，
将获得500元奖金。初生牛犊奖为报名参赛且完
成比赛的年纪最小者，将获得500元奖金。比赛还
设了参与奖，跑完全程的参赛者将参加抽奖。

本次活动有多种趣味赛道，其中包括穿过水
枪阵、跨过障碍区、靓丽网红领跑、民谣乐队助阵、
美女DJ嗨翻全场，欢乐十足，老少皆宜。

本报讯 11月3日，在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比赛途
中，科一LOOK队运动员王鑫与瑞士
国家队队车发生碰擦而摔倒。赛后，
该队部分工作人员和运动员与瑞士
国家队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暴力冲
突和口角。

对此，赛事组委会第一时间作
出及时有效处置。组委会和裁判
团根据规则作出了取消科一LOOK
队运动员王鑫比赛资格，并立刻驱
离办赛城市的决定。11 月 4 日凌
晨，裁判团再次对现场视频内容进
行了核实，依据规则相关条款取消
科一 LOOK 洲际自行车队继续参
加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
资格。当天，中自协对此事件发表
了《对在2017年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第7赛段中科一LOOK洲
际队部分人员打架行为的处理决
定与声明》。

环岛赛执委会有关负责人与裁

判长及时向含瑞士国家队在内的全
体运动队通报了处罚决定，瑞士队满
意协会和组委会的处理方式，对事件
和判罚结果表示理解和谅解。科一
LOOK洲际队收到处罚后，表示服从
组委会和裁判团的决定，并按照组委
会安排平静离开赛地。

11月6日到11月8日，中国自行
车运动协会和2017年环海南岛国际
自行车赛组委会联合组成调查组对
事件进行了进一步深入调查。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根据调查
结果并依据《国际自行车联盟竞赛规
则》第12.0.005条款、《中国自行车运
动协会关于国内自行车职业队管理
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做出如下
处罚决定：

一、科一LOOK洲际队运动员王
鑫与瑞士国家队队车在环岛赛第7
赛段比赛中接触造成摔倒，本人没有
通过正当途径向裁判团提出申诉，而
采取不理智的暴力行为，影响恶劣。

给予王鑫停止所有级别职业队2年
的注册资格，自2017年11月4日起
禁赛6个月。禁赛期结束后可参加
非职业队身份的有关比赛。

二、给予参与暴力事件的科一
LOOK洲际队医生张亚、按摩师樊运
龙停止1年职业队注册资格的处罚。

三、科一LOOK洲际队经理韩峰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暴力事件，但对
车队工作人员和运动员管理不利，
对事态发展负主要责任。给予韩峰
取消一年任何职业队身份注册资格
的处罚。

四、所有被处罚人员不得变相进
入其它职业队工作或以职业队名义
作推广活动。

五、取消科一 LOOK 洲际队
2017 年 度 比 赛 资 格 ，禁 止 科 一
LOOK车队2018年度注册以及以任
何变相形式进行的注册。车队其他
未受处罚的人员在2018年度允许注
册其他车队。 （张华）

科一LOOK洲际队环岛赛上违反赛纪被严肃处理

王鑫两年内不得参加职业赛

本报金江11月8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7海南澄迈·中信国安杯世
界女子 9 球锦标赛今天澄迈县开
赛。陈思明、刘莎莎、张晓彤和艾米
特（菲律宾）等11名球手率先进入了
32强。

共有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47名
会外赛、53名会内赛选手，中国大陆
选手48名，境外选手52名。赛事设
总奖金17.5万美元，其中冠军奖金4.3
万美元。经过前两天的预赛，产生了

64名球手参加正赛。在今天举行的
首轮比赛中，陈思明等11名球手率先
进入了32强。今天将产生另外21名
进入第二轮比赛的球手。

作为一年一度的级别最高的女
子9球盛会，本届赛事吸引了各方好

手参加，世界排名前15位的明星球
员全部参赛。中国国家队队员陈思
明、韩雨、刘莎莎、潘晓婷、付小芳，
英国名将凯莉·费雪、奥地利名将贾
思明·欧思纯、韩国名将金佳映等名
将悉数登场。

据了解，有着台球赛事世界之巅
美誉的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是一年一
度的世界级别最高、规模最大，也是影
响力最大的国际顶级女子台球赛事。
自1990年开办以来，世界女子9球锦
标赛已经举办24届。

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澄迈开杆
陈思明等11名球手率先进入32强

本报椰林11月8日电（记者武
威）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
动管理中心主办的“陵水杯”2017年
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今天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体育馆结束了第二天的比
赛。今天决出了3金，武汉体院队的
王士虎、江苏队的石玄龙和新疆队的
依克木分别夺得了男子71公斤级、75
公斤级和80公斤级的冠军。

共有43个代表队的300多名选手
角逐8个级别的金牌。在昨天的比赛
中，云南队的刘俊红和山东队的程立
帅分别夺得了男子59公斤级和66公
斤级冠军。比赛设8个级别。此外，还
设立团体总分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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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古典跤冠军赛在陵水激战正酣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广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我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
关本次债权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该债权资产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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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法人或组织不含任何外资成分，自
然人为中国国籍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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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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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工作日。联系人：符先生、冼
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92、0898-66563178。电子邮件：
fuxian@coamc.com.cn 、xiannaibin@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海口市大同路 38 号中银大厦 1008 室。邮编：
570102。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
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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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8563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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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9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海南昌海投资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万元）

12500

利息（元）

0

债权截止日

2017年11月8日

担保情况

担保抵押

当前资产情况

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昌海投资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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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债权资产（包含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单位持有的上述3宗土地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上述土
地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
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
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单位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此件主
动公开，联系人：王女士，电话：6855592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项下3宗土地
证注销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 [2017]583 号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向我局申请办理名下3宗用地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注销和补发，具体坐落、土地证号、面积详见下表：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6日

土地使
用权人

序号 坐落 土地证号 面积（m2）

海 南 职

业 技 术

学院

1

2

海 口 市

南 海 大

道北侧

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2003005913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2003005907号

4924.32

12830.32

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2003006232号 10888.313

陵水椰林北斗吉多洋店（经营者：尤设飞）：
你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古宝宫廷御品海狗丸,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

的食品,无证销售假药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第（九）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GB7718-2011）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

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

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你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

违法经营的食品97件、药品23件;3.并处罚款人民币72120元整。

多次打你电话你未接听，无法现场送达，现通过《海南日报》

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陵水食药监食药罚〔2017〕

161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地址：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南干道第二办公区南方电网后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或履行处罚决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11月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2017﹞12号

海南盛飞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097689528）：
我局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四稽罚[2017]7号）

公告送达。
你公司于2014年8-9月虚开2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给济

南健群工贸有限公司，发票金额价税合计5,608,589元；给无锡市
文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发票金额价税合计3,008,967元；给宿迁
市真琰金属有限公司,发票金额价税合计14,201,175.51元；给青
海瑞滋商贸有限公司,发票金额价税合计2,504,442元。

对你公司上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22条、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36条之规定，处以500,000元的罚款。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洋浦经济开发区
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
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以海
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
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
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夏云亮、王先伟 联系电话：0898-66792057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8604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2017年11月8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琼国税一稽通〔2017〕105号
海 南 歌 洛 瑞 思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1WY01）

事由：告知关于我局对你公司立案检查的结果、要求你公司
积极履行举证的义务以及你公司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
条、第五十六条。

通知内容：我局依法对你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现查明你公司
存在让泗阳县德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虚开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在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
定之前，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务，于2017年11月20日之前
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1月8日

海南国信能源公司：
你公司使用的位于定安县塔岭工业区富民大道东侧，土地面

积为26626平方米（折39.9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城

国用（1998）字第426号，存在未按期动工的情况，根据国家和我省

有关闲置土地管理的规定，我局依法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定国

土资用字〔2017〕3号），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拟按有偿收回进

行处置。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闲置

土地认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闲置土地认定

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进行协商。逾期未提出的，我局将按

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闲置土地认定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9日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7年11月17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按现状净价拍

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琼执恢3号之十六《执行裁定书》权

益 [即海口市机场西路（现万华路）杭州大厦 A座底层（临路）

714.74m2房产权益]，参考价912.3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下

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标的展示：2017年11月15日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2017年11月16日17:00止，以款到账为准。

有意者，请于2017年11月17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网址：www.typm.com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7〕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

令）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三府函〔2017〕965号文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土地情况及规划指
标：该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C3片区控规A-05-（1）、A-05-（2）、A-05-（3）和A-04-01地块,用地总面积3704.7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3702.94平方米）。其中，控规A-05-（1）地块用地面积为1574.9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574.20平方米），控规A-05-（2）地块用地面积为
1193.4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192.84平方米），控规A-05-（3）地块用地面积为231.8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31.69平方米），控规
A-04-01地块用地面积为704.5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704.21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根据三亚市现代
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三服园管函〔2017〕335号文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
请，不接受联合申请。根据片区产业发展规划需要，该宗地竞买人须承
诺，如竞得该宗地使用权，则须连同控规A-05和A-04-01地块内其他
用地进行整体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
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
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
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67
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
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7年 11 月 9 日至
2017年 12 月 6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
司）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
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
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7年12
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09时00分至 2017
年12 月8日16时30分。（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
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六）
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
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联系人：赵 先 生（13807527707）霍 先 生
（13807522091）；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
7013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2.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8日

控规编号

A-05-（1）
A-05-（2）
A-05-（3）
A-04-01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574.96
1193.41
231.81
704.55
3704.73

用地规
划性质

教育科
研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50

/

容积率

≤0.8

/

建筑高度（m）

≤25

/

建筑密度（%）

≤30

/

绿地率（%）

≥30

/

评估单价
（元/m2）

1649

/

评估总价
（万元）

610.9100

610.9100

规划指标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乐东黎族自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11月17日

下午14:30在乐东公开拍卖：乐东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11辆（拍
卖清单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乐东乐
祥路94号停车场负三层；展示时间：11月14日至15日；交纳竞买保
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16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
汇 入 我 公 司 账 户（户 名 ：海 南 天 悦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不接受现金和代缴。报名时间：11月17日上午
8:30-12:00（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证）；报名及拍卖地
点：乐东江北新区尖峰路7号县委党校一楼会议室。特别说明：1、本次拍
卖按车辆现状（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
受人承担。拍卖车辆不含号牌，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拍卖成交后，竞买
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履约保证金，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
完车辆的过户手续；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68555951
18508955059 13005097307；网址：www.hntiany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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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

(H04)

(H06)

(H09)
问询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罗顿发展财顾独立性成致命硬伤

哪些行为会“污”了你的信用记录

看看这份政策指引汇编

知晓“双创”企业有哪些税收优惠

券商领涨 行情正向积极方向发展

为12个市县31万名贫困户，提供328亿元人身风险保障

海南国寿“扶贫保”让贫困户看病不愁

(H12)

北部湾城市运动会在湛江开赛

海口网球队夺一金两铜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一届北部湾城市运

动会8日在湛江市继续举行，海口网球队表现出
色，王锡平/屈红实获女子中年组双打冠军。这也
是海口代表队获第一枚金牌。陈尧/招晖赢得了
女子青年组季军。白建荣/彭慧玲获混双季军。

在今天结束的网球比赛中，海口队的黎嘉和
廖月华获得了青年组男子单打第5名和女子单打
第4名，许声垂/韩夏畴组合夺得了男子青年组双
打第5名，买小萍/陈凌云获混双第5名。

我省海口市和儋州市组队参加本次运动会。
竞赛项目包括篮球、足球、网球等8个大项。共有
北海、儋州、防城港、海口、东道主湛江等10个城
市、共有901名运动员参加。

海口代表团参加足球、篮球、羽毛球、网球等
项目。海口市网球协会秘书长白建荣透露。网球
比赛分为青年组和中年组。海口网球队由海口市
网协组队，赛前球队进行了两个月的集训。海口网
球队队员均为海口籍的业余高手，其中包括彭飞、
黄少东、黎建军、买小萍、陈尧、陈凌云、符金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