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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
《文昌市龙楼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206（1）地块规划指
标，用于建设文昌市龙楼镇航天社区服务中心。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1月20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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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文昌市龙楼镇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B0206（1）地块部分用地规
划 修 改 论 证 报 告》公 示 启 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2月22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万宁分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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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申辩，如未提出我局视为缴费义务人
放弃陈述和申辩，公告期满60日即为合法，有效送达。

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万州大道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万
宁分局

咨询电话：62135669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万宁分局

2017年12月22日
附表
序号
1
2
3
4
5

车牌号
琼C.83669
琼C.83943
琼C.84083
琼C.89366
琼C.83009

征费吨位
20
20
20
20
20

车主（缴费义务人）
崔道秀
王波
杨贵路
谭人亮
王玉雄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昌江分局公告
经我分局征费系统查实，下列半挂柴油车辆（详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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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缴费义务人收
到本公告后7个工作日内速与我分局联系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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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工作
日内有权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如未提出我局视为缴费义务人
放弃陈述和申辩，公告期满60日即为合法，有效送达。

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230号
咨询电话：2665185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昌江分局 2017年12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车牌号
琼E0045挂
琼E0068挂
琼E0088挂
琼E01148
琼E02546
琼D5016挂

吨位
23
23
23
16
20
23

车主单位
洋浦蓝岛运输有限公司
洋浦蓝岛运输有限公司
洋浦蓝岛运输有限公司
洋浦昌顺运输有限公司
卢军国
昌江荣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欠费半挂柴油车

通 知
东方双吉水泥厂:

我司东方东泰建材有限公司是你厂的承包方。自我司承包经营
你厂以来,先是你厂被列入2011年海南省淘汰落后产能责任企业名
单，后是你厂未依约向我司交付生产经营相关的资料即合法有效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以致我司无法向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申请
取消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直至2012年5月经我司自身努力才得取消
执行。你厂的上述违约行为导致我司在2010年10月至2012年5月
期间共支出惩罚性电费人民币10641815.65元，我司亦多次向你厂
主张赔偿损失，但你厂均不理不睬。

同时，东方市国家税务局、东方市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已分
别将要求协助缴纳税费的通知书送至东方双吉水泥厂内。两份《通知
书》均要求你厂履行缴纳所欠增值税及滞纳金、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的法定义务。因你厂未主动积极承担上述纳税义务，税务部门要求我
司作为承包方应履行协助追缴的法定义务。

鉴于你厂对于我司惩罚性电费损失的赔偿以及我司为你厂已代
缴税费偿还的主张，均是置之不理。现我司正式通知你厂，我司将按
2010年9月13日《补充协议》以及承包期间以“承包金抵扣相关代付
费用”的惯例，我司将按“承包金先抵扣惩罚性电费损失完毕再抵扣
已代缴税费”的方式予以抵扣，直至抵扣完毕为止。特此通知!

东方东泰建材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25号

海南茂源弘广告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53061，法
定代表人:杨晋兴）: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
（琼国税一稽通〔2017〕110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公
司进行税务检查，现查明你公司存在虚开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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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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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2月22日

联系人：褚利川、王舒苇；联系电话：66791907；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六楼8601室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第一批“海南
省院士工作站”绩效考核结果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院士工作站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经省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现将第一批“海南省院士工作站”绩效
考核结果公示如下：

公示期为：2017年12月22日-24日，欢迎社会各界提出
宝贵意见，并于12月24日前反馈我厅。联系人：叶文渊，电
话：6537062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建设单位
海南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东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大学

海南省农垦科学院
海南德益丰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等次建议
优 秀
优 秀
优 秀
优 秀
优 秀
优 秀
合 格
合 格
不合格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谢丽娟（身份证号：460033197107245986）及配偶杨观森
（身份证号：460033196709125979、460033149690713004X）：

根据借款人谢丽娟及配偶杨观森与我行于2016年5月23
日签订的《个人授信协议》（协议编号：8160516883001）
及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8171110944021），我行已按约向谢丽娟提供贷款，鉴于谢丽娟
目前已违反《个人授信协议》第21.1.10条及《个人贷款借款合同》
第26.1.9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7年12月18日向你们正式公
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
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
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662,586.46元及相应利
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
计算方法：截止至2017年 12月 2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
662,586.46元，利息、罚息、复息共计1056.83元；2017年12月
21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
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8171110944021的《个人贷款借款合同》
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7年12月21日

一、项目概况：海口恒丰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的海南金盘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海马校园项目位于椰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城西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6-13-1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7041平方米。
项目拟建1栋综合楼、1栋实训楼、食堂、地下室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符合控规及技术规定要求。同时送审方案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
建筑面积，三亚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太阳能热水系
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274.94m2。根据《海南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1月8日）。
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建设项目现场。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
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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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公示编号：2017003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海南金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海马校园项目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2017年12月22日

本报讯 2017-2018海口市篮球协会“华
溢”冬季盟友杯跨年篮球赛20日晚在海口世纪公
园篮球场开打。包括珠玑体育、波涛装饰在内的
21支队伍参与角逐。在揭幕战中，南京国豪队
74：60胜热血队。

海口市篮协主席万长松表示，赛事提倡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强调篮球的魅力不
是输赢胜负，而是享受比赛的过程，希望各队淡
化胜负概念，展示团结向上的篮球精神。本次比
赛为海口市级篮球跨年度赛事，旨在为球队之间
提供展示才艺的平台，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
吸引更多优秀篮球运动员的加入，推动海南草根
篮球的发展。与此同时，海口市篮协2018年将
举办更多的赛事，希望更多市民群众走进球场，
打篮球健身。

首日进行的其他3场比赛的结果为，D组海
之福63：42平安吊运；海鲜第一家55：44纳禾置
业；C组福兴和平54：48东方九龙。本次比赛为
跨年度赛事，从12月20日鸣哨开始至明年1月
10日结束。12月25日将进行4场“圣诞大战”。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篮球协会主办，华溢投资
独家赞助冠名。 （潘亮）

冬季盟友杯篮球赛开打

“三亚举办世青赛促进了中国帆
船运动特别是青少年帆船运动的发
展。”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席张
小冬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张小冬是“科班”专业选手出身，
她是中国第一个帆板世界冠军和第
一个奥运会帆板奖牌得主。在她眼
中，帆船世青赛首次在中国举办，对
于中国帆船运动的发展意义重大。
她说：“三亚有4个场地可以同时比
赛，12月的三亚气候宜人，在硬件软
件方面都很适合举办国际性帆船
赛。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三亚在综合
城市建设、码头建设、配套硬件设施
以及气候等方面比国内北方海港城
市优势大，开展帆船帆板运动后发优
势明显。”

张小冬认为，世青赛是了解各
个国家帆船帆板运动发展水平的绝
好平台。本次三亚世青赛，中国代
表团参加了全部9个级别的比赛，
但只有男女帆板项目获得了奖牌，

这很明显地反映了中国青年水军帆
板强、帆船弱。和国际高水平选手
过招，能很快的知晓自身的差距，三
亚世青赛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帆船运
动的现状。

她说：“这次世青赛有些帆船级
别在国内还没有全面开展。我们也
在考虑是否以后在国内青少年比赛
中开设这些项目。因为通过三亚世
青赛，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青少年帆
船帆板选手的竞技水平。中国除了
帆板有一定的优势，有竞争奖牌的实
力外，其他项目均处于初级阶段。”

张小冬表示，中国参与帆船帆板
运动的人数这几年较过去有了大幅
增长，普及程度也在加大。帆板项目
对器材和场地的要求相对不高，参与
方式也简单，一直以来比帆船更容易
普及。以后中国帆船队将会多参与
国际大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缩小
和国外高水平选手的差距。

她说，世青赛选手水平代表了各

个国家青少年帆船项目的最高水平，
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未来肯定会参
加如奥运会、美洲杯等顶级赛事。因
此从长远角度讲，青少年帆船运动的
推广和发展至关重要。

张小冬点赞了三亚不遗余力地
推广青少年帆船运动，并肯定了“世
界冠军进校园”等推广活动的作用。
她说，帆船世青赛已经把三亚这张名
片传递给了全世界，60个国家和地
区的青少年选手对三亚的评价很
高。奥运会级别的小帆船和大帆船
商业赛事的接触面不一样。三亚给
青年选手们留下的好印象会伴随他
们未来的帆船生涯。三亚本身硬件
设施、气候条件、海域条件都无可挑
剔，实现帆船之都的目标并不遥远。
她建议三亚加大帆船青少年培训力
度，为青少年参与帆船运动提供便利
的场地。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中
国·陵水国际水上运动季近日在陵水
清水湾度假区举办，本次活动集“体
育+文化+旅游+教育培训”于一体，
包括世界冲浪巡回赛、沙滩狂欢电音
趴、大型沙滩全民健身活动。

最近半年，海南亲水运动季渐入
佳境，东部六市县及沿岸景区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亲水活动。帆板大奖赛、
亲水嘉年华、游泳培训系列活动、海
钓节、风筝冲浪、沙排体验营等活动
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及当地民众参与。

文昌、琼海和万宁近日举办了多
项有影响力的亲水活动。2017海南
亲水运动季·文昌青少年沙滩排球体

验营在文昌高隆湾开营，沙滩排球教
学体验吸引了百余名中学生报名参
与。训练营为期2天，主办方邀请了
专业沙滩排球教练为学生传授沙排
技术；同时还设置沙滩排球体验环
节，共有近万人次的游客及观众参与
互动。万泉河亲水系列活动第二期、
第三期在博鳌玉带滩举行。排球大闯
关、指压板跳绳、海滩龙舟、降落伞狂
奔、弹力抢椰子、弯腰摘槟榔、引河入
海等游戏，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他们在享受绝美的玉带滩自然风
光的同时，体验了一回趣味十足的亲
水运动系列活动。该活动将体育运动
与旅游观光相融合，让2万余名游客
在纵享沙滩美景的同时，参与亲水运

动体验。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万宁
冲浪度假营在风光旖旎的日月湾举
行。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1738人参加，单日最高参与人数达到
629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20多名
国内外顶尖冲浪教练带领营员们感受
大海的魅力，享受冲浪给予他们带来的
无穷乐趣。皮划艇国家队一行近30人
也来到日月湾体验冲浪。皮划艇国家
队教练马丁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又
美好的体验，他们在海南训练期间还会
组织队员一起再来体验冲浪运动。

三亚近日举行了一系列帆船帆板
国际比赛和活动。2017第四届国际
旅游岛帆板大奖赛三亚精英赛在亚龙
湾举行。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7家帆

板俱乐部近200名帆板爱好者参赛。
参赛选手在享受帆板运动带来快乐的
同时，还体验到“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
市”的魅力，使广大游客实现了由观赏
型向参与型、体验型旅游转变。

2017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系
列活动本月初在三亚举行。期间，

“泳坛明星公益行走”、“全球游泳运
动与城市旅游发展论坛”、“全民游
泳、终身游泳”的国际泳联交流活动
暨世界明星&全民游泳公开课举
行。超百家中外媒体宣传报道系列
活动。与此同时，泳坛巨星孙杨和托
马斯·戴利以及叶诗文为三亚市二百
余名中小学生传授游泳技能，让亲水
运动深入人心。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席张小冬谈三亚世青赛——

促进了中国青少年帆船运动的发展

多项有影响力的活动相继举办 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参与

海南亲水运动季渐入佳境
国际足联年终排名：

德国第一 中国亚洲第六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国际足联21日公

布了12月的排名，德国队排名第一，中国队排在
第71位，亚洲第六。

与上一期相比，排名前十的球队没有任何变
化，德国队以1602分成为年终第一，巴西与葡萄
牙队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排名第四到第十位的依
次是阿根廷、比利时、西班牙、波兰、瑞士、法国和
智利，意大利队排在第14位。

伊朗队名列第32位，是名次最高的亚洲球
队，中国队排名再一次下滑，排在第71位，在所有
亚洲球队中位列第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21
日在河北廊坊进行的首届新奥杯世界
围棋公开赛五番棋决赛的第二盘比赛
中，中国棋手柯洁九段再次战胜同胞
彭立峣，以2：0领先的同时距离个人
第五座世界冠军奖杯只有一步之遥。

在当天的比赛中，柯洁执黑277
手中盘获胜。彭立峣要想翻盘，必须
连扳三盘。

此役，柯洁施展了“先捞后洗”的
手段。在取下4个角的实地之后，黑

棋先后打入下边和上边的白棋阵营。
令人称奇的是，在下边白棋铜墙铁壁
般的厚势中，柯洁左冲右突，凭借事先
埋藏的精巧手段造出劫争，轻松做活，
还将原先被吃的数颗黑子救回。

在今年的围棋终极“人机大战”
中，柯洁虽以 0：3 输给了“阿尔法
狗”，却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如果能
在这次五番棋决赛中获胜，他将保持
自2015年开始每年都有世界冠军头
衔进账的势头。

柯洁再次战胜彭立峣
逼近个人第五座世界冠军奖杯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中
国足协21日公布了2018年版职业
俱乐部准入规程，涵盖体育、俱乐部
基础设施、人员与管理、法律以及财
务五大方面的标准。其中，中超、中
甲需下设在本俱乐部注册的五级青
少年梯队，整个准入规程将从2019
赛季正式开始使用。

“准入”的意思是，俱乐部只有达
到五大方面的相应标准，通过了准入

管理者的审查，获得相应联赛的准入
资格后，才能参加中超、中甲或中乙
职业联赛。

体育标准，聚焦青少年球员培养
和发展。根据规程，对中超、中甲俱乐
部的要求一致：拥有一支一线队、一支
预备队；下设至少5支不同年龄层次
的青少年梯队，分别为 U19、U17、
U15、U14、U13。规程还指出——

“俱乐部的球员的注册单位应为本俱

乐部，而非其他俱乐部或法人”。这对
国内俱乐部目前存在的“梯队共建模
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中乙的俱
乐部要拥有一支一线队，并且下设至
少4支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
分别为 U17、U15、U14、U13。

在人员与管理标准上，规程指出，
申请准入的俱乐部必须任命一名全职
的青训主管，负责制定和执行俱乐部青
少年培训计划，管理俱乐部青训事务。

中国足协公布新赛季准入规程
中超中甲明年需有五级青少年梯队

图为参赛选手在三亚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陈善文 摄

外国游客在陵水清水湾举办的
亲水季上玩嗨了。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国反兴奋剂中心
今年检查超过1.7万例
目前违规69起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马向菲）国
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21日公布，截至今年
11月，中心完成各类兴奋剂检查超过1.6万例，预
计全年超过1.7万例，目前查出阳性118例，判定
违规69起，检查力度和检查效率都较前一年大幅
提高。

根据中心统计，截至今年11月，中心完成各
类检查16254例，包括尿检14100例，血检2154
例。全年检查数量预计超过17000例，比2016年
增长40%以上。国内兴奋剂检查（不含在华国际
比赛和国际委托检查），查出阳性118例，涉及运
动员109人，参赛马匹5匹，阳性总数比去年同期
增长57%。其中，经调查可以不按违规处理的食
源性克仑特罗案件55起，判定为兴奋剂违规的案
件63起。另外，还判定阳性之外的其他严重违规
6起，包括生物护照违规1起，未按规定完成样本
采集1起，行踪信息违规1起，伪造证据、提供虚
假信息2起，组织使用兴奋剂1起。因此兴奋剂
违规数量合计69起。

反兴奋剂中心说，今年他们继续强化听证会
的调查和评判功能，保障运动员的权利。今年听
证委员会已召开听证会50人次，超过去年全年
总和。为保护运动员的用药安全，治疗用药豁免
委员会今年已接收运动员申请39份，接受咨询
321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