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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7)琼72民特19号
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东莞市丰海海运

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申请
称：2016年10月20日，由申请人所有的“丰盛油8”轮在八所港装货
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申请人请求为本次海事事故设立限额为
280,894特别提款权和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
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对申请人东莞市丰海海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
金有异议的，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对申
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
驳回的，应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办理海事债权登记。逾期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13日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因采矿权出让需要，我局决定公开遴选采矿权评估机构，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资质：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业权评估机构备选
库中的评估机构。

二、评估项目:建筑用砖瓦用页岩一宗，具体项目可到本局报名
处查询。

三、报名方式：直接报名或快递（以邮戳时间为准）两种
1、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12月22日16:00。
2、报名提交资料：评估机构报名函。
3、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长滨二东街7号市行政中心15号北

楼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处。
邮政编码：570135，联系电话：0898-68720549
四、评估机构的确定：经资质审查合格后，以摇号方式确定。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公开选择采矿权评估机构的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8日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立专业
工程分包及主要建筑材料、设备信息库的公告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
质。根据业务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有意向与我公司开展长期
而稳定的业务合作的专业分包队伍及主要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经我
公司审核程序后形成信息库。

本次征集的专业工程分包包括：人防工程、消防工程、电梯工程、
变配电工程和智能化工程、铝合金工程、幕墙工程、园林景观工程、防
水工程、装修装饰工程；主要建筑材料、设备包括：钢筋、水泥、铝合金
门窗、栏杆及扶手、入户门、防火门、内外墙地砖、内外墙涂料、石头
漆、石材、防水材料、给排水管材、楼宇对讲系统、配电箱、弱电箱、电
梯、电表、水表、水泵、变频供水设备成套设备、柴油发电机组、变压
器、电气元器件、电线电缆、太阳能、户内门、整体橱柜、抽油烟机，普
通燃气热水器、卫生洁具等。

所有自愿进入本公司信息库的单位，应按要求提供相关的信息
资料，并对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接受和遵守我公司入库管理相
关规定。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12月19日，电话联系我公司，索取
《入库申请表》及相关资料。过期不予办理。

办公联系电话：66534102。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3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公 告

经我分局征费系统查实，下列半挂柴油车辆（详见附

表）未按《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办理缴费手续。

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进行公告送达，请缴费

义务人接到本公告后7个工作日内速与我局联系并依据《条

例》相关规定办理缴费、处罚手续。

如缴费义务人对本公告有异议，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有权向本机关提出陈诉和申辩，如未提出我

局视为缴费义务人放弃陈诉和申辩，公告期满60日即为

合法，有效送达。

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西侧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咨询电话：6762273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2017年12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车牌号
琼C.54031
琼C.54306
琼C.53305
琼C.53318
琼C.54011
琼C.55265
琼C.54376

吨位
20
20
20
20
20
20
20

车主单位
王子国
林强

澄迈八通实业有限公司
曾德雄
王子国
王子国
吴清发

附表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昌江黎族自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12月28日下

午14:30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开拍卖：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
消车辆共31辆（详见拍卖清单）；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昌
江黎族自治县市民广场（机关办公大楼前）。展示时间：12月25日至26
日。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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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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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黎族自治县机关办公大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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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5087166 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

竞买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定于2017年12月

19日23时59分起，以网络竞价方式在淘宝网对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
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拥有对债务人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人民币
266,259,669.44 元，其中债权本金为 19,320.00 万元，重组收益
73,059,669.44 元（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含罚息、违约金等）。债
务企业所在地为：海口市桂林洋。债权项下抵押物位于海口市桂林
洋。债权资产基本情况，见下表所示：

注：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交易对象实际查阅原债权相关资料为
准；债权金额以最终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二、交易条件：要求竞买人信誉良好，能够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且交易
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三、竞买人资格：国内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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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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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竞买方
式：报名和竞价均通过网上进行，有意竞买人登录淘宝网（https://www.
taobao.com/）-司法拍卖-资产交易-资产管理公司（入驻机构）-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按照淘宝网《资产处置竞价流程》
及网络竞价页面提示，使用淘宝账户（经支付宝实名认证）进行报名和参与
竞买。注：1、《竞买须知》特别重要，请仔细阅读全部内容；2、2017年12月
19日23时59分起的24小时期间（延时的除外），此竞价入口为唯一指定入
口，通过其他竞价平台报名或参与竞价均视为无效操作。五、竞买保证金：
有意竞买人可于公告刊登之日起至首次报价前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1100万元，即支付宝账户（或关联的银行账户）余额不少于1100万
元，另请确保预留充足的注册及报价时间。对标的债权资产竞价的有关异
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六、咨询时间与方式：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
先生：0898-66701497，滕先生：0898-66746779；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34669；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七、特别提示：本公告内容仅供参考，竞价相关事
宜以网络竞价页面内容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仅具有要约邀请的
效力。我分公司有权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
开竞价时间。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12日

债务人名称

标的债权
债权本金余额

193,200,000.00
重组收益

73,059,669.44
违约金

9,466,800.00
合 计

266,259,669.44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鸿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位于定安县南丽湖翡翠岛的面积5333.34平方米的国

有建设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国用（1999）字第278号）。经调查认
定，该宗地存在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情况，根据《海南省闲置土
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拟协议有偿收回该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提供取得土地成
本、前期合理投入等资料，并对有偿收回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进行协商。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的，视为你
司放弃相关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协商有偿收回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13日

海南隆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铜鼓岭·星光城”项目位于
铜鼓岭钻石大道北侧、宝陵中路西侧地段，用地面积110097.96平方
米（约为165.10亩），属《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化生态旅游区云梯宝
陵河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项目经第三十七次文昌市规
委会审议通过，通过的修规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10097.96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01287.8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33793.07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67494.8平方米，计容总建筑面积330263.88平方
米，不计容总面积71023.99平方米；容积率3.0，建筑密度28%，绿地
率40%，总停车位2730个。因海南省政府对户型的有关要求，建设
单位向我委申请调9#住宅楼、19#住宅楼、20#住宅楼建筑户型，其
中9#住宅楼建筑面积调整为19058.53平方米，19#住宅楼建筑面积
调整为14833.94平方米，20#住宅楼建筑面积调整为16721.6平方
米，调整后的规划指标整体平衡，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调整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 12月13日至12月27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铜鼓岭·星光城”项目9#、19#和20#单
体报建方案调整批前公示的请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2月13日

关于海南吉森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的公告
我司为保障各业务合作伙伴的权益，如与我司已发生业务关系

且未经公司财务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在知悉此公
告后来公司申报并确认。

一、业务、债权、债务范围：2013年6月6日至2017年12月13
日之真实、合法有效业务往来和未确认的债权债务。二、登记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2017年12月13日—2018年1月24
日)，工作日10点至16点。三、登记地点：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中
州国际大酒店9楼。四、申报所需提交资料：1、申报人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自然人应提交身份证；法人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若非本人提交申报文件，还
应提交公证后的授权委托书；2、申报债权债务所依据的合同、收据
(收条、欠条)、发票、汇款或存款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3、对申报债权
有抵押、担保和连带责任等情况的，还应当书面说明，并提交有关凭
据；4、其他必需的资料。五、请各债权人按本公告内容积极申报债
权，如因逾期申报或漏报、瞒报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其本人负
责，我司不再承担任何经济和民事法律责任。

联系人：林春来 联系电话：15543100045
公告人：海南吉森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3日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有关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海南亿创达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建设单位自有（筹）资金，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为招标人自主邀请招标，现邀请有良好社会信誉、施
工能力的单位参加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项目
一期工程施工承包投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新埠海海域；
2.2 招标范围：本期工程招标主要工程范围：建设护岸

783.75米，其中：外护岸432米，内护岸351.75米，陆域吹填约
980000立方米；

2.3计划工期：90日历天。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及以上或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2 被邀请单位必须在海南省政务中心获得企业信息登记

备案，取得海南省建筑施工企业诚信档案手册。
4、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2017年 12月 13日至2017年 12月 15日，每天上午

9：00时至12：00 时，下午2：00时至5：00时（北京时间，下同），
在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118号京江花园A2栋二单元202房
持收到的招标人发出投标邀请书购买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

12月16日9时30分，地点为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118号京
江花园A2栋二单元202室。

6、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老师 电话：15248927256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女士 电话：17783107259

2017年12月12日

工程投标邀请公告
项目名称：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项目一期工程施工承包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记者孙
婧）今天，2017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
进行第二场比赛。中国队男子RS：X
级帆板小将陈昊以两轮第一、一轮第
二的成绩再创佳绩，综合两日积分，排
名升至第一位。

赛事海域位于三亚小东海至三亚
湾之间，划分出3个赛区同时进行。
225艘各国参赛船只，分为9个男女
组别轮流扬帆。今日海面风力时强时
弱、风向变幻莫测，给选手带来更大的
挑战。为了向风借力，选手们使出浑
身解数：顺风时节迅速拉紧绳索扬起
彩色球帆高歌猛进；逆风当口，赶紧松
绳收帆，从船的一侧换坐到另一侧，几
乎平躺在海面，好压稳重心。

即使是高手，一旦错过了借风的
最佳时机，也会“阴沟翻船”。在29人
级双人帆船项目中，来自维尔京群岛
的选手因为操作不慎导致翻船。两名
女选手迅速采取措施，一人压舷，一人

下水抬帆，费了不少功夫才重新回到
正位，然而其他选手早已顺风远去。

“比赛很难，因为风向太多变，也有
一些无风的时候。不过我很享受在这
样的情况下去比赛。因为你永远不会
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9人级帆船
女子组意大利队员索菲亚认为，变数重
重，也是海上竞技的乐趣与刺激所在。

在RS：X级帆板项目上，选手的体
力和耐力接受更激烈的考验。相比帆
船，帆板体型更为轻巧。选手需要抓
紧帆的一侧，通过全身的蝶泳状摇摆
来划圈摇帆，以此摆风前进。力量强
劲的选手，甚至将帆板驾得飞跃起
来，“猎猎”作响的风帆，犹如在大海中
扑闪着翅膀飞舞的蝴蝶。

在这一项目上，中国队小将陈昊与
以色列选手约阿夫展开激烈交锋，今日
比赛互有胜负。最终陈昊以一分的微
弱优势排名第一位。在RS：X级帆板
女子组中，中国选手虞婷暂居第三。

三亚帆船世青赛第二日挑战升级

中国队男子帆板选手陈昊升至第一

帆船世青赛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林
永成）2017“一带一路”海口市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今天在海口落幕，经过5天
的角逐，来自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NK
布巴玛拉足球俱乐部夺得冠军。

2017“一带一路”海口市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是立足海口，辐射“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城市的国际赛事。本
次比赛共有来自新加坡、克罗地亚、印
度、马来西亚、陕西、重庆、丽江和海口
的八支球队参赛，参赛选手为15岁以
下。比赛采用8人制，分为小组赛和
淘汰赛两个阶段。比赛前三名奖金分
别为3万元、1万元和5000元。

在今天进行的决赛中，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NK布巴玛拉俱乐部以2：1
战胜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立体育学校
U15代表队，以5战全胜的战绩问鼎
冠军。在季军争夺战中，云南省丽江

古城足球学校队以3：2击败印度艾莫
法足球俱乐部队，获得季军。海口市
第四中学队名列第五。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海口
市教育局主办，海口市足球协会协
办，海南大脚丫体育事运营有限公司
承办，海南西盟足球俱乐部赞助。主
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口市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在海口举办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意在
以赛事辐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城
市，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足球产
业交流，推动海南校园足球和青少年
足球发展，打造海口足球赛事品牌。

赛事期间，组委会邀请克罗地亚
队走进海口长流中学，开展以“感受足
球文化，共圆足球梦想”为主题的足球
公益行活动暨足球交流帮扶活动。还
举办了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发展论坛。

海口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的2017年海口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邀请赛，近日在
海口金时水上运动城收拍，省内28支球队的180
多名少儿选手参加。

本次比赛设男女团体和男女单打4个项目，参
赛选手按照年龄分为甲组（13岁至16岁）、乙组（12
岁以下）和丙组（9岁以下）。最终，获得男子甲乙丙
组单打冠军的分别是吴清岳（新星队）、姚傢翔（大鼎
1队）和符新（珊瑚湾队）。获得女子甲乙丙组单打
冠军的分别是张芷桐（峰玲队）、张桂榕（新星队）和
周芷萱（海口九小队）。获得男子团体前三名的分别
是新星队、屯昌真武二队和屯昌真武一队。获得女
子团体前三名的分别是峰玲队、新星队和大鼎二队。

海口少儿乒乓球赛收拍
新华社东京12月12日电（记者

沈红辉 严蕾）12日，东亚杯足球赛进
行男足第二轮比赛，中国男足1：2不
敌东道主日本队，两轮过后一平一负

仅积1分，提前退出冠军争夺。
比赛开始后，双方踢得都相当谨

慎，攻防节奏缓慢，场面胶着。整个上
半场，双方都未能给对方球门带来实
质性威胁。半场结束，双方战成0：0。

易边再战，双方明显加快攻防节
奏。第56分钟，于大宝单刀被扑出，
中国队错失取得领先的绝佳机会。
第84分钟日本队打破僵局，出击的
王大雷虽然封堵了小林悠的攻门机
会，但小林悠还是再度得到皮球挑射
破门，日本队1：0领先。仅仅4分钟
后，日本队队长昌子源在接近中圈位
置的超远距离吊射得手，将比分扩大
至2：0。中国队在补时阶段由于大
宝罚中点球扳回一城，但最终仍以

1：2负于日本。
里皮在赛后的记者会上说，整场

比赛，中国队表现得和日本队平分秋
色，于大宝和韦世豪都有很好的破门
机会，可惜都没把握住。他认为，从
本场比赛看，双方表现得很均衡，从
获得的机会看，中国队不应该输掉这
场比赛。

在当天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
比赛中，韩国队1：0小胜朝鲜队。东
亚杯男足比赛两轮战罢，日本队两连
胜积6分位居第一，中国队一平一负
仅积1分，已提前无缘冠军。在16日
进行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将迎
战两战皆墨的朝鲜队，日本队将和韩
国队争冠。

东亚杯足球赛男足第二轮战罢

国足1：2负日本无缘争冠

中国队球员肖智（左）和日本队
球员争顶。 新华社发

2017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将于12
月13日至17日在阿联酋迪拜进行。中国选手谌
龙赛前宣布因伤退赛，男单只有小将石宇奇一人
出战。谌龙退赛后，中国队在单打项目上竞争力
大减，夺冠希望寄托在双打项目上。

12站超级系列赛积分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
资格参加总决赛，这是顶尖高手的对决。从以往
战绩上看，中国队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上夺冠把握
较大。

五个项目的抽签结果已揭晓。中国队除了两
对女双被分在同一个小组外，其余四项均驻守两
个不同小组。男单比赛，石宇奇与阿塞尔森、斯里
坎斯和周天成同处B组，阿塞尔森和斯里坎斯的
实力和战绩明显占优，石宇奇出线难度较大。女
单方面，奥运冠军马林和世锦赛冠军奥原希望都
宣布退赛，但中国选手何冰娇和陈雨菲的对手依
然强大，夺冠希望不大。

男双比赛中国队有李俊慧/刘雨辰和刘成/张
楠拿到参赛资格。两对中国选手若正常发挥，小组
出线几率很大，但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选手吉蒂
昂/苏卡姆乔是夺冠最大热门。女双比赛中国队陈
清晨/贾一凡和黄雅琼/于小含都同在A组，将争取
携手出线。陈清晨/贾一凡是新科世锦赛冠军，她
们此次争冠的主要对手还是两对日本组合。

混双项目中国两对参赛选手为郑思维/陈清
晨和王懿律/黄东萍。郑思维/陈清晨排名高居世
界第一，不过，陈清晨近期专攻女双，此番重新配
对打混双，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生疏？好在中国另
一对选手王懿律/黄东萍实力也很强劲。中国队
混双有“双保险”，无疑是夺冠希望最大的项目。

■ 林永成

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今日开打

中国队要想夺冠看双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