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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8执2126-2130号

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符凤仙与你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五

案，本院作出的（2016）琼0108民初1356-1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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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5、G6、G7、F4、F10、F13、G10、G11、G12、
G13、G14、91、92、E8、E9、E14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办理至符凤仙名
下;二、负担案件的执行费共计人民币2500元；三、案件受理费共计
人民币31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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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9869000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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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七年十月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08执2126-2130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符凤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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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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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5、G6、
G7、F4、F10、F13、G10、G11、G12、G13、G14、91、92、E8、E9、
E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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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提出异议，并提
交相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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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南海·幸福城项目用地位于原海口保税区北侧，东邻中央大
道，北邻南海大道。土地证面积79305.93m2，规划建设净用地面
积79282.23m2。该用地属于《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2-1-7分图图则，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容积率≤3.5，建筑密
度≤20%，建筑限高100m，绿地率≥35%。该项目2011年3月批
准修规，分两期建设，各项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统一核算，其中一期
已建成，二期于2016年7月7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海
保规建证2016-02号），批准 4栋26层住宅楼，4栋25层住宅楼，
6栋18层住宅楼，1栋3层幼儿园，1栋2层铺面。二期总建筑面积
为144286.66平方米，计容面积为114662.86平方米。现根据海
南新建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拟对二期规划设计方案做以下
变更：

一、根据市消防局审查意见，拟在6#-13#楼二层及以上的南
侧户型合用前室处增设消防防火门。

二、二期分两个阶段进行施工，原批建消防控制室位于二阶
段的13#楼1层，由于目前二阶段10#-13#楼暂不建设，因此将原
设计消防控制室调整到26#楼商铺1层作为临时消防控制室，总
建筑面积不变。

三、二期地下室有两处变更，一是一阶段和二阶段地下室界
限调整（其中一阶段原批建地下室建筑面积为18332.59m2，拟变
更为16787.63m2，二阶段原批建地下室建筑面积为6651.62m2，变
更后为8196.58m2），该界线调整不改变二期地下总建筑面积。二
是幼儿园地下室因层高调整使地下室建筑面积增加326.63平方
米（根据规范，层高在2.2米以下的地下建筑面积按实际面积的
50%计算，层高大于2.2米则按实际面积计算。该幼儿园地下室
层高由1.6米调整为2.4米，因此幼儿园地下室建筑面积由326.63
平方米增加到 653.26 平方米）。综上，二期总建筑面积由

144286.66平方米增加到144613.29平方米，其中地下室建筑面
积由24984.21平方米增加到25310.84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未
发生变化，计容面积未发生变化。

四、原批建二期一阶段绿地面积为9245.98m2，变更后绿地面
积为6799m2。原批建二期二阶段绿地面积为2316m2，变更后绿
地面积为3390m2。二期总绿地面积减少1372.98m2，南海幸福城
一期和二期经济指标统一核算，原批建总绿地面积34884.18m2，
现变更后总绿地面积为33511.2m2，绿地率由44%变更为42.2%，
仍符合控规。

五、原批建幼儿园地上建筑共有3层，每层层高为4.5米，现
调整为5.2米，每层层高增加了0.7米，层高的变高不影响限高及
容积率的变动。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
2、公示地点：海口综合保税区网站（http://www.hkftz.

gov.cn/）、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605760723@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保税区办公楼

108室,邮编5710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
（4）咨询电话：66814867；67204870，联系人：杨馨仪

海口综合保税区
规划建设土地管理局
2017年11月23日

（此件公开；联系人：杨馨仪，66814867，67204870）

南海·幸福城二期项目规划方案变更公示
海综保规建土函〔2017〕28号

公 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我司下属机构

现启用新的办公地址及新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将有关内容
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屯昌支公司。成立日
期：2012年08月01日。机构住所：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环东一路（氮
肥厂工矿区铺面A区103铺、203铺）。机构编码：000017469022。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
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
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7年11月27日

海南欣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你公司使用的位于定安县定城镇仙沟坡，土地面积为14140

平方米（折21.21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93)字
第1767号，存在未按期动工的情况，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闲置土
地认定的规定，已涉嫌构成闲置土地。我局依法对上述宗地进行
调查，请你方接受调查，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我局领取《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请你公司自
见报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供上述宗地的权属证明文件及宗地
是否闲置的原因说明与证明材料等。你公司需对所提供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逾期未提供材料的，我局将根据其他调查材料进行闲置
土地认定并依法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闲置土地调查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8日

受客户委托，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向社会销售位于海口的2017
年黑龙江产的10个集装箱玉米现货。

1、参与竞买方须于2017年12月1日17:30前电子邮件向联系
人报名，不接受过期报名。报名后须缴纳竞买保证金10万元。

2、最高竞价胜出者须接受货物现状交付、现金付清货款自提货
物，无货物销售发票。如因政府及司法措施等非双方可控制的原因
不能交付货物，保证金退还，双方互无任何责任。

参与竞买方须接受的其他具体条件和要求，在报名后电子邮件
发给参与竞买方。

诚邀有诚意者参与竞价。
联系单位：辽宁斐然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张宏凯/甘红霞
联系电话：0411-82798899；手机：18641101777/13795133598
报名及报价联系邮箱：hxgan@goodwelllaw.com
抄送 hkzhang@goodwelllaw.com

竞 买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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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老城工业区工业用地30亩

求购老城
工业区工业用地

联系电话:18808908639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711HN0192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海口市金贸中路10号第1号、3
号铺面，1号铺面两层共80m2，挂牌底价64320元/年；3号铺面两
层共60m2，挂牌底价48960元/年，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
限为3年。铺面约建成于2002年，临时建筑，钢混结构，室内简单
装修，维护保养状况一般。铺面位于海口市龙华区较繁华地段，区
域内住宅小区、酒店较多；生活公共服务设备配套与基础设施完
善，对外交通较便利，公交便捷度较好。铺面均采取“网络报价，价
高者得”的方式确定承租方，公告期：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
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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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28日

■ 阿成

北京时间11月27日凌晨，曼城
在英超第13轮比赛中客场2：1逆转
哈德斯菲尔德。蓝月亮将士欢庆胜
利的身后，是又一串作古的纪录。

纪录一：曼城前13轮12胜1平积
37分，这是英超同期的积分新高。纪
录二：曼城各项赛事豪取18连胜，继
续刷新由其保持的队史以及英格兰
球队的连胜纪录。纪录三，各项赛事
斩获客场11连胜，打破队史以及英格
兰球队的10连胜纪录。纪录四：各项
赛事26场不败，继续刷新队史纪录。
此外，曼城联赛11连胜、客场8连胜，
追平队史纪录；英超跨赛季21场不
败，同样追平队史纪录。如果愿意，

还可以列出大大小小的各种纪录。
可以说，曼城现在每踢一场比赛就有
可能刷新一串纪录，而英超冠军的悬
念也被他们一步一步地扼杀。

曼城不仅能大杀四方，球风也十
分具有观赏性。蓝月亮阵中球星云
集，但他们并没有特别依赖某个球星，
场上每个球员都能发挥作用并不时
闪现闪光点，他们踢的是真正的团队
足球。蓝月亮的团队足球爆发惊人
的攻击力，他们英超前13轮攻入42
球，场均进球数居欧洲五大联赛之首。

曼城本赛季的蜕变赢得赞声一
片，他们被视为当下最好的球队，有人
称他们为“纪录收割机”，有人高喊“新
宇宙队”诞生。“宇宙队”之名，此前属
于巴萨，而现任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正

是“宇宙队”巴萨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离开巴萨后，瓜帅先后到拜仁和曼

城“再创业”。在德国算不上多大成功，
但也给拜仁留下德甲冠军等奖杯，更重
要的是，刻下了“瓜氏技术流”改造的痕
迹。本赛季是瓜帅执掌蓝月亮的第二
个赛季，他对球队的改造，可以说已见
成效且效果惊人。瓜帅对曼城的改造，
并非全盘照搬以往成功的踢法，曼城也
以控球传递为主，但快速、简洁、高效速
的突然一击增多了。看来，功成名就的
瓜帅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吸收提
升自己。如今瓜帅在曼城实践的，或
许可以称为“tiki-taka”的升级版。

现在，瓜帅一手“托起”的蓝月
亮已足够惊艳，就差冠军奖杯来宣
告“瓜氏升级版”升级成功了。

瓜帅“托起”蓝月亮大侃台

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中，曼城队以2∶1击败
哈德斯菲尔德队之后赢得创俱乐部纪录的联赛11连胜，并以8分的优势在积分
榜上领跑。图为曼城球员斯特林（左）与对手拼抢。 新华社发

英超联赛
曼城豪取11连胜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孙
婧）有着“小奥运”之称的2017世界青
年帆船锦标赛，将于12月9日至16日
在三亚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世界
青年帆船锦标赛。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已有60
余个国家490名选手报名参赛。

这是近年来暨国际帆联年会、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之后，又一重大国际性帆船赛
事落户三亚。本届赛事共设男/女
激光雷迪尔、男/女 420 级双人帆
船、NACRA15双人多体船、男/女帆
船 29er、男/女 RS：X级帆板共 9个
级别。

据悉，用于比赛的近300艘比赛

船只和器材已经从荷兰、英国、意大
利、泰国、日本等国运抵三亚。而世界
帆联和中帆协选派了120余名竞赛技
术官员，组成专业技术运行团队。

赛事组委会还将为青年选手安
排内容丰富的社交活动和开闭幕典
礼活动。其中于12月 10日晚在三
亚半山半岛帆船港举行的开幕式，

将采取奥运会的入场模式进行，各
参赛国家将列队巡游依次入场。届
时，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到半山半
岛帆船港，现场感受各国青年帆船
选手的风采。

为借赛事举办的东风推动三亚帆
船运动的发展，组委会将举办帆船世
界冠军进校园宣讲、op帆船趣味赛、

市民游客出海观赛等一系列推广活
动。比赛全程网络直播，精彩实况可
通过手机实时观看。

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面向19岁
以下的青年选手组织举办，是青年运
动员进入奥运会、美洲杯帆船赛、沃尔
沃环球帆船赛等国际顶级赛事的重要
平台，被誉为“世界冠军的摇篮”。

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12月三亚扬帆
已有60余个国家490名选手报名参赛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王
黎刚）历时7天的2017海南亲水运动
季帆船体验活动26日在海口美源国际
游艇码头落幕。活动自开幕以来，通
过摩拜单车、热跑、飞特、海帆赛等平
台进行招募，吸引了广大市民游客、青
少年人群、运动爱好者以及各类团体
参与体验，实际体验人数约350人次。

本次活动以帆船体验为核心内
容，在体验的过程中，面向体验者普及
帆船基本结构，讲解海上航行安全基

本知识，感受航行的感觉并实际体验
帆船操作。在活动现场，前来体验的
市民游客纷纷表示这是一次不错的活
动，既了解了帆船知识又欣赏到海口
湾美丽的海域风光。

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帆船体验活
动是海南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之一。活
动旨在宣传海南亲水运动季品牌，面向
全社会推广帆船运动，让市民游客近距
离接触帆船，了解海南帆船之都形象，并
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帆船运动的魅力。

海南亲水运动季
帆船体验活动落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为期三天
的道家南无拳培训班近日在澄迈县天
福假日酒店举行。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等级证书者以及广大健身爱好者参加
了本次培训。

据了解，道家南无拳于2010年列
入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
年12月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本次培训班的导师是道家
南无拳第30代传人刘成庄，他曾在全
国性各类武术比赛中赢得多个冠军。
道家南无拳有独特的健身效果，它的
健身特点是调精养气、疏通经脉、健脾
强身，尤其适合中老年人习练。道家
南无拳具有良好的防御能力和进攻
性，也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道家南无拳培训班澄迈开班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硕克杯”
2017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
五轮日前战罢。海南佳宁娜红色战车
队以4：1战胜万宁队，收获四连胜，领
跑积分榜。

此前已经取得三连胜的红色战车
队本轮主场迎战万宁队。开场不久，
红色战车 10 号吴多胜率先取得进
球。此后万宁队展开反攻，第24分钟
由9号王存得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战
成1：1。下半场，实力雄厚的红色战
车队全面占据优势，张志刚、陈小亮、

吕正天先后攻破对手大门，最终以4：
1击败对手。

本轮另外三场比赛结果为：澄迈
队1：0战胜海南师范大学队；琼海队
3：2战胜儋州队；三亚队1：1战平海
南大学队。五轮比赛战罢，海南佳宁
娜红色战车队高居积分榜首，儋州队
和海南大学队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

第六轮比赛将于12月2日进行，
对阵形势为：海南大学VS红色战车；
海南师范大学VS万宁；儋州VS三
亚；琼海VS澄迈。

省男足超级联赛第五轮战罢

红色战车四连胜领跑

国足东亚杯名单公布
6名U22球员入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肖亚卓）
中国足协27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23人
集训名单，本次大名单中郑智、武磊、冯潇霆等球
员均未入选，而包括邓涵文、韦世豪、高准翼在内
的6名22岁以下（U22）球员得到了征召。

本次集训旨在备战将于12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东亚杯足球赛。根据足协的通知，球队将于12月1
日在深圳集结训练，随后前往东京参加东亚杯比赛。

这份名单中，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各有4人
入选，河北华夏幸福有3人。郑智、武磊、冯潇霆、
郜林、曾诚等球员均未能出现在这份大名单中，反
而是韦世豪、杨立瑜、刘奕鸣、何超、邓涵文、高准
翼6名U22球员得到了主帅里皮的青睐。

根据赛程，中国男足在本届东亚杯中的首战
将是12月9日对阵韩国队，随后将先后在12日和
16日迎战日本队和朝鲜队。

具体名单为：广州恒大淘宝：张琳芃、李学鹏、
郑龙、张文钊；江苏苏宁：吴曦；上海上港：颜骏凌、
贺惯、傅欢、韦世豪；北京中赫国安：于大宝；广州
富力：姜至鹏、肖智；河北华夏幸福：尹鸿博、赵宇
豪、高准翼；天津泰达：杨立瑜；辽宁宏运：石笑天；
长春亚泰：何超；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郑铮；天
津权健：赵旭日、刘奕鸣；北京人和：邓涵文。

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收杆

中国球手颜丙涛获亚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世界斯诺克协

会官网消息，当地时间26日，在贝尔法斯特结束
的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颜丙
涛以8：9惜败于马克·威廉姆斯，获得亚军。

在决赛中，颜丙涛一度以6∶3领先，有“金左
手”之称的威廉姆斯顽强地扳成了6∶6平。此后，
颜丙涛又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威廉姆斯
在决胜局中胜出，捧起了冠军奖杯。

17岁的颜丙涛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差一
点就打破了由奥沙利文保持的最低龄排位赛冠军
纪录，这也是他首次在排位赛中闯入决赛。

没能在自己的首个排位赛决赛中问鼎，颜丙
涛觉得有些遗憾。不过，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很
有信心。颜丙涛说：“我很失望没能打破纪录。但
是，我总会有机会，我会着眼于下一个比赛。”

戴维斯杯男子网球团体赛收拍

法国队第十次捧杯
据新华社巴黎11月26日电 承受着巨大压

力的普耶拿下决定性意义的一分，帮助法国队在
26日进行的2017年戴维斯杯男子网球团体赛世
界组决赛中以3：2险胜比利时队，历史上第十次
赢得戴维斯杯冠军。

拿到通往冠军的最后一分后，普耶兴奋地躺
在赛场上，其他法国队成员此时也跑向他一同庆
祝胜利，位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皮埃尔·莫鲁瓦
体育场内气氛被推向顶峰。

法国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戴维斯杯，他们曾
在2002、2010、2014年三次输掉决赛。至此法国
队与英国队以十次夺冠在戴维斯杯夺冠次数榜上
并列第三，他们身前的是32次夺冠的美国队以及
28次捧杯的澳大利亚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