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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老城工业区工业用地30亩

求购老城
工业区工业用地

2018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
通 知

2018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
开始，报名工作按属地（市、县卫生计生委，
洋浦卫生计生局，省、委直属事业单位人事
科、卫生处）受理。考生报名包括网上预报
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考生自2017年12
月 6 日 - 25 日 登 陆 中 国 卫 生 人 才 网
（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名；各
报名点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在2017年12月
7日-27日期间进行考生现场确认工作。考
生在现场确认后，要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
纳考试费，网上缴费的起止时间为2017年
12月7日-2018年1月6日，逾期未缴费的
考生视为放弃报名。2018年4月18日-5月
7日考生可登陆上述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17年12月1日

国有产权（资产）再次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12HN017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4辆车：1、琼A7R229华泰
宝利格牌SDH6461DFM4小型普通客车，挂牌价格48442元；2、
琼A7S837华泰牌SDH7200BFM4小型轿车，挂牌价格31031
元；3、琼A7M058奇瑞牌轿车SQR7160J42T0小型轿车，挂牌价
格49358元；4、琼A7N728三菱牌DN7202H小型轿车，挂牌价格
71965元。公告期：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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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2月1日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通告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琼96执

73号之五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7)琼96执73号裁定结果，海
南隆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老城镇大场村美桃岭
199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老城国用[2009]第
1167号)将过户给海口腾瑞贸易有限公司，现海口腾瑞贸易有限
公司已向我局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请海南隆德房
地产有限公司自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个工作日内将老城国用
(2009)第1167号土地使用证原件交给我局办理过户登记，通告
期届满，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注销老城国用(2009)第1167号土
地使用证，并按规定办理不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特此通告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8日

我局正受理李琼旭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28

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东海路东侧，土

地面积为28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

至为: 东至张永安，南至公路，西至杨英梅，北至公路，坐标为: J1

(X114304.245、Y19892.941)，J2 (X114300.494、Y19904.513 )，

J3（X114278.302、Y19893.002 )，J4( X114283.827、Y19882.350。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1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1215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5日下午15:00在临高县政务中
心三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位于临高县临城镇新镇北街西侧政法小区
9套房产（详见拍卖清单）。

竞买保证金：30万元/套。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14日止。
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间：2017年12月14日17时前（以款到账为

准）。
报名时间及地点：12月15日9：00至12：00凭有效证件前往临

高县政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68555955 13005087166 路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本报海口11月 30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华乐）华润置地·
2017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今
天上午在海口经济学院开赛。在揭
幕战中，东道主海南女子一队黄春
妹/林美媚配合默契直落两局击败辽
宁队，取得开门红。

此次比赛为期四天，共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男女各26支沙滩排球队参赛。
总决赛后将确定运动员最终的年度积

分排名，并评选出年度最佳运动员等各
种奖项，在12月3日晚的颁奖仪式上进
行表彰。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由国家体
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经
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列入《全国性单
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
的赛事，也是中国最高等级的全国沙
滩排球单项赛事。

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文体厅指导，海

口市政府支持，海口市文体局协办。整
个赛事由爱奇艺网进行网络直播，中央
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CCTV-
5+）将直播最后的半决赛和决赛。

海口经济学院作为本次大赛的
承办方，下设拳星时代体育学院等
14个二级学院，校内现代化体育配
套设施齐全，将在国家体育总局排球
运动管理中心帮助和指导下，不断完
善服务细则，为大赛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沙排巡回赛总决赛海口开赛

海南女子一队开门红

11月30日，在全国沙排巡回赛总决赛首日比赛中，海南女子二队以0：2不
敌浙江女子一队。图为海南女子二队选手谢虹在比赛中救球。 新华社发

■ 阿成

北京时间11月30日凌晨，在英超
第13轮比赛中，曼城在全场补时最后
一秒由斯特林破门，以 2：1 绝杀南安
普顿，豪取联赛 12 连胜，顺带刷新一
大堆纪录。

这个赛季的曼城似乎有一种神奇
光环附体，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已豪取
19连胜，联赛13轮12胜1平，领先第
二名曼联8分之多。但并非每一场胜
利都潇洒自如轻松写意，他们经常大
比分血洗对手，也有艰难过关的时候，

比如最近两轮联赛，都是在85分钟以
后取得绝杀进球。而在他们遭遇顽强
阻击形势不利的比赛中，总有一个在
关键时刻拯救球队的人物，比如斯特
林。斯特林已连续三场比赛上演绝杀
好戏，本赛季他已经5次在80分钟后
打入改写战果的关键球。

但不得不说，这些绝杀进球多少
有运气相助。而往后曼城再遇困局

时，未必都能幸运过关。上赛季曼城
开局阶段也曾顺风顺水颇有冠军相，
但在与切尔西的关键战役中，随着德布
劳内空门击中横梁“当”的一声，好运烟
消云散。因此也有人说，这个赛季老天
把上赛季欠曼城的好运气补回来了。

运气这种东西，总体来看对所有
球队都是公平的。而如今有好运相伴
的曼城需要居安思危，从近期连续遭

遇顽强阻击的艰苦战役中，看到球队
存在的隐忧。其实这些比赛曼城场面
都大占优势，但对手的密集防守让他们
的攻势大多数时候徒有声势。可以预
料，往后更多球队对阵曼城时会效仿南
安普顿和哈斯菲尔德的“摆大巴”战法，
曼城需要找到破解密集防守的办法。

我们已经看到瓜迪奥拉改造曼城
的显著成效和诸多新意，“瓜氏升级

版”在传控中注入更多快速、简洁的突
然一击，但这些突然一击多数时候都
被禁区内密集的大腿阻拦或破坏。瓜
帅的战术需要更灵活一些，没有必要
全场高位压制，有时候故意把对手引
诱出来，在更大空间施展的突然一击
会更高效。

如今的曼城更具冠军相，但他们
需要吸取上赛季的教训，做好自己才
不会被运气捉弄。往好的方面看，曼
城在遇到困难时都能全取 3 分，当他
们找到更多破敌之策再度踏入顺境
时，岂不是一马平川。

曼城别把好运用光了

本报讯 11月30日晚，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
官方宣布，葡萄牙少帅博阿斯离任。

去年埃里克森离开后，博阿斯成为上港主
帅。在中超赛场，博阿斯率队30轮取得17胜7平
6负的成绩，最终屈居恒大之后拿到亚军，平了
2015赛季的成绩。亚冠和足协杯的赛场，博阿斯
倒是率领上港创造了队史新高，亚冠首次杀到4
强，足协杯则是首次打入决赛。但以6000万欧元
豪购了奥斯卡，又签下最强亚外的上港，绝不甘心
战绩只是刷新历史新高而没有冠军入账。然而最
终上港三线都未能取得冠军。从三线连续折戟开
始，博阿斯离开与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而足
协杯未能夺冠，最终导致博阿斯下课。 （小新）

上港官方宣布博阿斯下课

国家皮划艇二队在万宁冬训
11月30日，国家皮划艇二队在万宁训练。此次集训的队员有40多名，

他们来到海南冬训，享受海南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湖水。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2月1日晚，CBA第十轮将上演
一场焦点大战，山东队在主场迎战广
东队。这场比赛既是积分榜排名前列
的两支强队的“榜首之战”，也是易建
联与丁彦雨航的“本土一哥”之争。

前9轮比赛过后，辽宁、山东、广
东和江苏战绩同为7胜2负同居积分
榜“榜首集团”，算小分山东排名第
二，广东排名第三。此战过后，注定
有一支球队跌出“第一集团”，而获胜
的球队有望登上积分榜首。

此战最大看点无疑是易建联与
丁彦雨航的新老“一哥”的对决。易

建联上赛季失去了本土球员MVP的
荣誉，MVP正是丁彦雨航。本赛季，
易建联在CBA本土球员得分榜上排
名第二，领先他的正是丁彦雨航。当
然，不能说“丁神”已经超越阿联，但
冲击之势已经形成。由于场上位置
的关系，两人在比赛中对位攻防的场
面或许不多，不过，丁彦雨航喜欢突
破杀入三秒区，与镇守内线的阿联不
可避免会有面对面的较量。

此战还有诸多看点。山东队的
体能教练维珍妮加斯，曾是广东队主
教练尤纳斯的助理教练，山东队大外

援莫泰尤纳斯曾是尤纳斯担任立陶
宛国家队时的爱将，这场比赛是一场
师徒对垒。2012-2013赛季，山东
队首次杀入总决赛，但在总决赛中被
广东4：0横扫。上赛季山东主场对
阵广东，丁彦雨航砍下43分，刷新了
职业生涯得分新高，也率队打破9年
主场不胜广东的魔咒。两队此前的
诸多恩怨，也让这场比赛备受关注。

■ 林永成

“一哥”之争“榜首”之战

CBA鲁粤大战一触即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海口市文体局

获悉，中国警马跑团将参加2018海口马拉松赛，
2018海口马拉松暨中国警察马拉松赛（海口）将
于2018年1月14日在海口举行。比赛为全程马
拉松和半程马拉松，预计将有近千名中国警马跑
团的跑友参加。

本次比赛起点为海口市凤翔湿地公园，终点
为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中国警马跑团是由山东省
泰安市宁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齐继伟同志
组建。该跑团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国家安全机
关人民警察、监狱人民警察、戒毒人民警察、司法
警察、现役武装警察、辅警等警种里的马拉松爱好
者组成。从2016年开始，中国警马跑团依托泰山
国际马拉松以“赛中赛”的形式举办了“泰山全国
警察马拉松邀请赛”、“2017首届中国警察马拉松
赛”、“2017中国警察马拉松赛（龙口）”等全国范
围的警马赛事，中国警马选手俨然已经成为马拉
松赛道上一道靓丽的“流动安保”风景线。

中国警马跑团将参加
2018海口马拉松赛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
口市文体局主办的2017璀璨海口·魅力夜跑活动
12月5日晚将在海口市万绿园举行，组委会向社
会招募150多名夜跑爱好者共同参与。

此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夜跑的趣味性规
则，活动主办方在万绿园中设置12个星座夜光手
环发放点，参与者须集齐12个星座的手环回到终点
才算完成。而且，为了契合活动主题，参赛人员将按
照星座进行招募，团队报名人员须为同一星座，增加
趣味性，每个团队最多3人。活动设置了一、二、三
名的完赛奖励，并为获奖者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海口下周举办夜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