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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三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假区E-12、E-19、E-26

地块围墙砌筑工程施工招标 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
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大陆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建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新
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瑞芳 第三中标候选人：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先齐。 开标时
间：2017年11月23日16：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
标人处（联 系 人：韦先生，电话：18789368333）进行质疑。

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08执2125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陈素琼与被执行人海南深海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儒教村南侧深海城金江花园内地块编号为C13、C14的宅
基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二0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8执2125号

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陈素琼与你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6）琼0108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
费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下列义务：一、协助申
请执行人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儒教村南侧深海城金江花园内
地块编号为C13、C14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办理至陈素琼名下；二、负
担案件执行费人民币500元；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87元。将上
述费用缴入我院专门账户：收款账户全称：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账号：1010898690001760 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兴支行。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可视为送达。如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二0一七年十月十日

催告函
祝拥军：

本 公 司 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 与 你 签 订 合 同 编 号 为
TZJTG20170216001的《钢结构安装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安装
合同》”）。《安装合同》生效后，本公司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
义务，但你却存在拖欠实际施工人员劳务费等违约及违法行为，且拒
不或怠于纠正，致使本公司及实际施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为维护及保障本公司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请你自本公司登报
催告之日起三日内至本公司《安装合同》项下的工程项目现场和/或
工程项目部办妥工程价款结算、已完工工程质量检验、已完工工程量
的确认等手续。若你不来办理或逾期办理的，全部施工工人工资发放
将由琼海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办理，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和损
失将由你承担。本公司将保留追究你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的权利。

专此函告。
台州市巨泰建设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联合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94号

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叁家公司联合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被
执行人海南省华侨友谊公司在海南百友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60%股
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8124.0346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 12月14日 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海南

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12

月13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 12月12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094；
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卖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协拍卖机构：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6305012 13876355557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20层
协拍卖机构：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21736 13648621010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楼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注销土地证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我市已无偿收回海南新远实业公司等14家用地单位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见附表），现公

告注销其土地证，下列附表中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使用权人
五指山五龙养生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销售分公司
五指山天赐旅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天赐旅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新远实业公司
三亚裕林房屋装饰工程公司
通什市国际旅游总公司
市农业综合试验基地发展总公司
通什市农综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通什市热带作物产品供销总公司
通什市畜牧业发展总公司
海南华禹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齐鲁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紫景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位置
市第二小学东南侧
市国营畅好农场九队厂部南侧
五指山市南圣镇什抄麦村民小组西侧
五指山市南圣镇什抄麦村民小组西侧
四四工地东北侧
211-212路段
太平水库北
度假村小溪东侧
五指山市通什镇
位于昌冲村前2.8公里商贸街旁（现天山丽田售楼处）
冲山镇福关村委会
海榆中线(市职业中学旁)
畅好农场二队
市“三月三”大道南

土地证号
五国用（2012）25号
五国用（2013）33号
五国用（2013）144号
五国用（2013）145号
通国用（1992）第059号
通国用（1993）字第78号
通国用(1993)字第094号
通国用（1995）字第355号
通国用(1996)字第633号
通国用（1996）第679号
通国用（1999）字第093号
通国用(2000)字第47号
五国用（2004）第45号
五国用（2008）第201号

使用权面积（平方米）
12568.5
2000

33535.8
5262

154651.2
69000
31466.7
137000
66390
2925

20478.6
120998
103275.4
1687.14

无偿收回批文号
五府函〔2015〕348号
五府函〔2017〕65号
五府函〔2015〕346号
五府函〔2015〕347号
五府函〔2017〕236号
五府函〔2017〕237号
五府函〔2017〕249号
五府函〔2017〕251号
五府函〔2017〕250号
五府函〔2017〕252号
五府函〔2017〕248号
五府函〔2017〕235号
五府函〔2017〕278号
五府函〔2017〕279号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下同）与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南联
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利息计算截止日：2015年12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债务人

海南明珠实业公司

海南侨汇物资商场

海南省二轻总公司
海南省华海进出口
公司
海南省华侨旅游侨
汇服务公司
海南省机电工业公司
海南省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经济开发实
业总公司

海南省农业机械进
出口总公司

海南省农业机械总
公司
海南省水产供销公
司运输服务站

海南省水产总公司

海南省医药总公司
新特药部
海南省印刷工业公司

海南省渔业开发公司

海南省中国旅行社

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
海南省国信物业公司
海南省金龙实业发
展公司（海南省第一
机械厂）
海南省中岛集团对
外贸易公司

本金

1,500,000.00

1,000,000.00

3,550,000.00

5,0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800,000.00

9,000,000.00

64,077,014.00

15,000,000.00

25,000.00

18,453,000.00

148,306.30

2,100,000.00

13,979,500.00

5,600,322.00

9,500,000.00
2,400,000.00
3,998,000.00

11,800,000.00

1,491,090.00

利息

4,315,983.55

14,546,996.25

18,939,087.85

12,475,825.97

2,292,346.90

14,693,710.28
4,063,894.24

23,600,704.35

567,536,711.62

74,156,816.26

604,904.26

81,693,490.44

1,331,112.59

5,968,013.83

40,148,850.49

5,348,349.01

30,248,315.62
7,642,117.33
79,125,736.30

37,571,592.23

5,353,259.97

合计

5,815,983.55

15,546,996.25

22,489,087.85

17,475,825.97

3,792,346.90

15,693,710.28
4,863,894.24

32,600,704.35

631,613,725.62

89,156,816.26

629,904.26

100,146,490.44

1,479,418.89

8,068,013.83

54,128,350.49

10,948,671.01

39,748,315.62
10,042,117.33
83,123,736.30

49,371,592.23

6,844,349.97

借款合同号（或合同签订时间）、抵押合同号、公证书号、判决书号
1991年12月27日《借款抵押协议书》；1991年12月7日《中国工
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民事裁定书：（2009)海中法破字第
2-16号。
银行承兑协议：9830；银行承兑协议：9820；农银借合同字第9820
号。
1992年1月9日《借款协议》；1992年10月9日《借款协议》。

（98）三亚内字第036号

农银抵借字 99第 13号；1999年 11月 30日《房屋抵押借款合
同》。民事裁定书：（2004）文执字第77-1号。
银行承兑协议：9833；9834。
1991年12月11日《借款协议》；438003509号抵押借款协议。
农银抵借字96第01字；农银抵借字97第1222号；1996年1月18
日《房屋抵押贷款合同》；96916号《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农银借合
字第96325号；农银借合字第96315号；（95）农银借合字第1226
号。民事裁定书：（2002）海南执字第1-1号；（2001）海南经初字
第13号；（2002）海南执字第1-8号。
（98）农银借合同字第9817号；（98）农银借合同字第9818号；（98）
农银借合同字第9823号；（98）农银借合同字第9831号；（98）农银
借合同字第 07号；（98）农银借合同字第 09号。银行承兑协议：
9817；9818；9823；9831。（海口）农银借合字第07号；农银抵借字
96第07号；（98）农银借合字第04号；编号外资字第32号。
农银抵借字华办第12号；农银抵借字第98008号；1998年4月30
日《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海秀）农银抵字2004第002号。

海口市协议字第74号民事调解书：（1900）海市法经字第188-3号。

1990年9月19日《借款协议》；1990年11月12日《借款协议》；
1990年 12月 24日《借款协议》；1991年 4月 24日《借款协议》；
1991年 12月 18日《借款协议》；1992年 9月 15日《借款协议》；

1994年5月31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海口市协议字第02号

1991年12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2年 4月 25日《借款协议》；1992年 12月 5日《借款协议》；
1994年9月1日《保证担保借款合同》；1994年5月31日《抵押担
保借款合同》90万元。
1990年5月24日《借款合同》；1989年6月9日《贷款合同》;
（2006）海中法民二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
1992年12月1日《借款合同》
1994年8月30日《借款合同》
银行承兑协议：9823；9824。农银营98第010号。
1990年 4月 13日《借款合同》；1990年 10月 30日《借款合同》。
民事裁定书：（2003）龙执字第197-2号；（2004）海中法破字第3-
19号；（2004）海中法破字第3-82号。
（琼）农银借合字第96020号；1996年3月6日 编号：第96004号
凭证贷款。

担保人

海南省轴承厂

海南省侨汇外资物
资总公司

海南恒诚实业开发
公司；华海有限公司

海南省中国旅行社

海南省经济开发实
业总公司

海南五菱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业机械总
公司

海南省水产总公司

（琼营）农银保通字2000第
10号；海南省医药总公司。

海南省渔业开发有
限公司

海南省中国旅行社；海南
美孚石油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
海南工艺美术工业公司
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中岛集团对
外贸易公司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面前坡片区
棚改策划及规划修改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市面前坡棚户区改造片区位于龙昆南路西侧，属于市规委
会审议通过的《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现该片区
棚改策划及规划修改方案已由市房屋征收局组织编制完成并经专家
评审原则通过。因该方案涉及对控规的修改，根据《城乡规划法》和
《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作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广泛征
求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
示时间：15天（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2、公示地点：海口
市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
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规划局
用地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1月27日

关于琼中中豪威尔氧立方（一期）•森林
公馆项目劳资及购房纠纷联系方式的公告

为方便广大群众反映琼中中豪威尔氧立方（一期）•森
林公馆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推进该项目劳资及购房等
纠纷及时解决，现将有关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联系电话：0898-86221505
二、联系邮箱：zjj31821110@qq.com
三、联系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邮寄地址：海南省琼中县营根镇虎头路14号
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11月21日

本报海口11月 26日讯 （记者
王黎刚）2017全国航模公开赛（海口
站）比赛今天在海口市世纪公园音乐
广场结束，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外
100多名航模爱好者参加。

最终，吴清川获遥控特技（F3A-
P）冠军，郑晓煜获固定翼穿龙门赛
（成人组）冠军，林道业获遥控固定翼
花式飞行（P3M）冠军，刘喆获遥控直
升机特技（F3C-P）冠军，邓国彬和霍
敏刚获二对二遥控空战（P3Z-4）冠
军，李宝军获遥控涡轮喷气特技
（F4J）冠军，王泰然获固定翼穿龙门
赛（青少年组）冠军，海南大学无人机
植保协会获最佳组织奖，广东东莞队
获精神文明奖。

现场除了进行比赛外，还穿插着

各类航空模型机型的特色表演和现
场群众互动环节。例如国内首次尝
试涡喷进行编队飞行，直升机的急起
急降等高难度技术。这些表演让现
场观众提高了对航空模型的兴趣和
认知度，另外主办方还准备了航空模
型小礼品，向现场观众、海口市新阳
希望学校的学生们发放。

此次赛事是连续第二年在海口举
办，也是落户海口的一项国家级赛事，
同时也是海南技术等级最高的航空模
型专业赛事。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航空模型比赛，将航空模型的科技
性、观赏性、竞技性、娱乐性融于一体，
积极探索和开展科技体育与本地旅游
资源、风土人情相结合的赛事活动，力
争打造富有国际旅游岛特色的科技体

育精品赛事，提高全民对航空模型运动
的认知，从比赛中感受到了快乐和激
情，感受到体育和科技的魅力。

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海口站收兵
吴清川获遥控特技（F3A-P）冠军

本报文城11月 26日电 （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王先伟）11月26日下
午，2017-2018中国排球超级联赛
第6轮比赛拉开战幕，八一男排坐镇
文昌市主场迎战山东男排。八一男
排连下3局，以总比分3：0战胜山东
男排，迎来主场的3连胜。

第一局比赛，双方进入状态都较
早，比分一直咬得很紧，随着八一男排
一记重扣，以15：13暂时领先山东男
排。山东男排调整状态后，连连得分，
双方比分追至21：22。最后一球，山
东男排太想得分，不料重扣出界，最终
八一男排25：22，首先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在主场球迷的助威
声中，八一男排打出一波小高潮，16：
11领先。随着八一男排开球得分，
最终八一男排25：16再胜一局。

第三局比赛，两队开局后战成3：

3。山东男排利用八一男排的失误，
连连得分，将比分追成18：18。山东
男排扣球出界，八一队拿到赛点24：
22。最后一球，八一队球员重扣得
分，25：23，赢下了关键第三局。

赛后，八一男排主教练陈方表
示，双方打得比较精彩，但山东队快攻
的特点没有打出来，八一男排应对比
较好，发球冲击了对方一传，打出球队
水平。山东男排主教练辛春生表示，
山东男排初到海南，还未适应当地气
候，发挥有点失常，结果不理想。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第6轮3：0完胜山东队

八一队文昌主场三连胜

➡ 26日，2017-2018中国排球
超级联赛全面开打，八一男排坐镇文
昌主场迎战山东男排。最终，八一男
排以3：0战胜山东男排。

图为八一队队员（左）在比赛中
拦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三亚11月26日电（记者林诗婷）2017
“国盈杯”全国帆板俱乐部联赛（总决赛）暨中
国·三亚湾·城市帆板邀请赛于日前在三亚市天
涯区海上运动中心落下帷幕。三亚少年王舒乐
斩获青少年组冠军。

来自三亚、海口、哈尔滨、沈阳、大庆、青岛、
锦州、大连等地200多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
青岛壹柒风帆俱乐部的丁萌摘得业余男子组桂
冠。业余女子组冠军被三亚学院帆船帆板协会
的霍宇欣摘得。

获得专业男子RS中X组第一名的是海南队
李蔚。获得专业RS中X组女子组第一名的是
四川队的马娇。专业T293男子组前三甲均被大
连队囊括。摘得专业T293女子组桂冠的是四川
队的关敏珍。

全国帆板俱乐部赛落幕
三亚少年王舒乐夺青少年组冠军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王
黎刚）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主办的“2017年海南省社会体育指导
员环岛公益健康行”活动昨天在海口
正式启动。

环岛公益健康行共分为14站，覆
盖全岛绝大部分市县，计划于今年年
底完成。该活动已完成海口站与澄迈
站的培训工作，参加学员300多名，惠
及健身群众数千人，

主办方从海南师范大学、海南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省健美操协
会、省武术协会、省飞镖运动协会选
派了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级别和
教授级别的老师作为本次活动的培
训导师。

顶级的师资力量为基层免费送
去广场舞、太极拳、飞镖等热门体育

活动课程，包括科学健身常识、游泳
安全常识宣讲的科学健身大讲堂。
同时，在主要站点为老百姓提供国民
体质监测服务。可谓内容丰富，惠民
到家，真正为省内基层群众带去科学
健身指导，把全民健身的推广工作落
到实处。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根据海
南省人民政府2017年9月1日出台
的《海南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实施方案》的要求，把游泳安全知识
宣讲作为此次环岛公益健康行的重
要内容。

本次活动力求在各市、县民众当
中营造全社会人人共同关注游泳、参
与游泳、真正掌握安全游泳常识的舆
论环境和良好氛围。掀起“学游泳、防
溺水、懂自救”的热潮。

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环岛公益健康行海口启动

据新华社香港 11 月 26 日电 为期 6 天的
2017年香港羽毛球公开赛26日在香港红磡体
育馆落幕，中国队夺得女双和混双冠军。马来
西亚名将李宗伟以大比分 2：0战胜中国队谌
龙，获男单冠军。

香港公开赛总奖金达到40万美元。

香港羽毛球公开赛落幕

中国队夺两金
李宗伟男单封王

据新华社首尔11月26日电 中国男篮红队
在26日进行的2019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比赛中客场92：81击败劲敌韩国队，取得世
预赛两连胜，丁彦雨航本场砍下30分星光四射。

从中国队的阵容上看，当天红队缺少了赵继
伟、赵睿、翟晓川和孟铎4员猛将，在NBA征战的
周琦也无力“勤王”，而韩国方面则派出最强阵容
俨然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然而由丁彦雨航压阵
的中国队仅第一节处于劣势，待第二节反超比分
后再未给对手机会，一度取得17分的巨大优势。
本场中国队命中率高达54.2％，在篮板球上也以
39：29完爆对手。

中国队下场世预赛将在2018年2月28日主
场对阵新西兰队。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中国红队客胜韩国队

图为比赛现场。 小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