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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公示主体：海口碧桂园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2、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8年2月8日至2月24日）

3、该图仅为示意图，以最后审批为准；

4、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gxq.haikou.gov.cn）；建

设项目现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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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前规划公示
碧桂园·中央首府一期项目方案变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关于债权债务申报确认的公告
校内教职工、校外有关单位及个人：

为了更好地做好我院历史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根据海南省财政
厅《关于开展省直预算部门历史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的通知》（琼财支
[2015]1128号）文件的精神，学院决定对2015年12月31日以前发
生的历史债权债务进行申报确认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请各债权债务人见此公告后及时向本院财务处申报确认，
申报确认期限：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3月8日。逾期不申报
债权者按自动放弃债权权利处理。

2、申报债权债务应提交的资料：
(1)业务发生的原始合同、单据或者其他相关文件
(2)已付款或已收款的发票、收据

3、债权债务申报确认工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地点
联系人：冯 秀
联系电话：13976369976
申报地点：学院综合楼3楼财务处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2018年2月8日

公 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椰海大道C段I标项目已于2017年9月29日完成竣工验收，
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同约定退还该项目履约保
证金，共计7966769.75万元。如对项目工程款支付存在纠纷、异
议、诉讼仲裁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在本公告发布后
7日内向我司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具体如下：

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司暂不予退还质量保证金，
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尽快解决异议，待
无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

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约定和相
关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目各参建
方、施工相关方放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
纠纷等风险和责任概由该项目承包人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承担，与我司无关。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兆捷
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
联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2月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8〕5号

海南旭萍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131248，
法定代表人：沈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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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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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查，你公司涉嫌“以虚假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抵扣税款”、“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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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8日
联系人：曹云千、卫佳佳；联系电话：0898-66792163；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新华社平昌2月7日电（记者王
君宝 刘阳）7日上午，平昌冬奥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在江陵奥运村举行了
升旗仪式。

代表团约有60人参加当日升旗
仪式，包括代表团团长苟仲文、副团
长高志丹，及中国短道速滑队、花样
滑冰队、速滑队等运动员。

韩国仪仗队先行入场列队欢迎，
随后中国体育代表团身着白色羽绒
服在音乐伴奏下步入升旗广场。

首先进行升国际奥委会会旗、奏
国际奥委会会歌仪式，随后升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苟仲文与奥运村村长随后互换礼物。

升旗仪式结束后进行了韩国大鼓
表演以及将韩国传统舞蹈与现代街舞
结合起来的舞蹈表演。活动尾声表演
者还邀请代表团成员一同舞蹈，部分
代表团运动员在休战墙前留影。

短道速滑队成员武大靖在仪式结
束后说：“看到国旗升起很激动，这是我

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升旗仪式，我很荣
幸，现在要全力备战奥运会，希望拿到
好成绩，让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升起。”

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
有181人，其中运动员82人，将参加
平昌冬奥会5个大项、12个分项、55
个小项的比赛。虽然并未透露本次
比赛具体的奖牌目标，但高志丹说：

“代表团本次以学习为主，我们已经
做好了准备。”本次平昌冬奥会开幕
式将在9日晚进行。

据新华社平昌2月7日电（记者
刘阳 王君宝）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高志
丹7日在升旗仪式后透露，短道速滑
运动员、两届冬奥会冠军周洋将担任
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周洋当场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呼“超级
开心、无比荣耀”。

中国代表团7日在江陵奥运村举
行了升旗仪式。高志丹在仪式后接受

媒体采访时公布了旗手的人选。他说：
“旗手是周洋，她是温哥华和索契冬奥
会的金牌得主。最重要的是，她克服
了年龄和伤病的困扰，坚持走到了平
昌的赛场，这是我们运动员体育精神
的体现，也是为国奉献精神的体现。”

26岁的周洋将在平昌冬奥会开
始自己的第三次冬奥征程，她曾在温
哥华冬奥会夺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

米金牌和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4年
之后的索契冬奥会，她在1500米项目
中成功卫冕。

周洋表示，这个巨大的惊喜让她
十分兴奋，她说：“之前听人说过可能
是我，但是今天正式确定下来，我超级
开心。对我比赛也是一份动力，无比
荣耀。我会无比珍惜这份荣誉。”面对
蜂拥而至的媒体，

周洋笑言：“这么多人问我，我反而感
觉紧张了！”

周洋说，她还清晰地记得2006年
都灵冬奥会开幕式“大杨扬姐”高举国
旗出场、索契冬奥会时“佟健哥”担任
旗手的场景，如今轮到自己，她已经在
想“如何挥舞旗帜”了。她说：“最重要
的是精神要抖擞。化妆？我可能不会
化吧。”

中国国旗在江陵奥运村升起。 新华社发

新华社柏林2月6日电 据国际田
联6日消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周二举
行的2018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
男子6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
6秒4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冠。

28岁的苏炳添本赛季状态火热：
先是在柏林室内赛中跑出6秒55获
得新赛季首冠，随后在室内巡回赛首
站卡尔斯鲁厄站以6秒47的成绩夺
冠，并将自己之前所保持的亚洲纪录

提高了0.03秒。而此次他在第二站
杜塞尔多夫站创造的6秒43这一佳
绩，在男子60米室内赛历史上排名并
列第五。国际田联官网称赞苏炳添
跑出了本届赛事“田赛最强表现”。

枪响后，苏炳添在前20米就确
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并将身后众人
越甩越远。6秒43！他与电子计时
牌合影后，向全场观众微笑致意，表
示自己很享受比赛的过程。

“6秒43，我对自己都吃惊了，自
己没想到，更没有去想过，非常感谢我
的小团队，一路陪伴我战斗，未来继续
披荆斩棘……享受比赛，快乐跑步。”
苏炳添赛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

苏炳添苏炳添
再破再破6060米亚洲纪录米亚洲纪录

史上第五快史上第五快

“史上最强”广厦队能否“一站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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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洋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 阿成

2 月 6 日晚，在 2017-2018 赛季
CBA常规赛第36轮比赛中，浙江广厦
队 126：116 战胜山西队，36 轮战罢取
得30胜6负的战绩，提前两轮锁定本
赛季常规赛冠军。

这是广厦队历史上首次获得常
规赛冠军，而他们是在一波10连胜后
提前加冕常规赛冠军的。优异的战
绩，加上显而易见的球队整体实力质
的飞跃，让人们普遍认为：目前这支
广厦队，堪称球队历史上最强。

不过，常规赛冠军只是一种荣誉性

的“头衔”，这个“冠军”并没有奖杯。常
规赛冠军当然是总冠军的夺冠热门，但
纵观近6届联赛，也只有两次常规赛冠
军能在季后赛走到最后，捧起CBA总
冠军奖杯。广厦在CBA历史上的最好
成绩是打入半决赛，如果本届比赛广厦
队不能突破这个战绩，“史上最强”得打
上问号，常规赛冠军也会贬值。当然，
广厦队的目标不只是突破曾经的第三
名，他们要成为新的总冠军球队。

广厦这个赛季的爆发并非偶然，这
是球队多年来厚积薄发的结果。本赛
季，广厦男篮的一代青年才俊，集体来到
职业生涯的升华期，这是球队能迈向更

高台阶的关键因素。1997年出生的胡金
秋，被视为周琦之后中国篮坛的最强新
星，他仅仅用了两个赛季就跻身本土顶
级球员的行列，本赛季他场均得到19.9
分8.8个篮板。胡金秋只是广厦潜力新
星中的佼佼者，孙铭徽、赵岩昊、李京龙
等多位年轻球员，水平也在稳步提升。
此外，“宝岛野兽”林志杰宝刀未老，新一
代中国台北当家球星刘铮也加盟广厦。

在外援选择上，广厦转换思路，首要
考虑的是外援能否更好地融入球队，进
而带动球队的提升。广厦核心球员福特
森场均得到31.3分7.6个篮板11.9次助
攻和2.8次抢断，数据在外援中不算很华

丽，但很均衡，他是球队进攻的发起者和
指挥官。大外援博洛西斯场均贡献18.1
分11.3个篮板，数据虽不抢眼，但他在球
队战术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支王者之师，不仅需要一群猛
将，更少不了领军的帅才，广厦男篮
能有如今的成就，主教练李春江功不
可没。2013年，李春江接受了广厦开
出的5年合约，并定下了5年内冲击总
冠军的目标。5 年间，李春江一步步
打造着广厦男篮的战术体系。如今
正是5年合约的最后一年，而广厦也
正好成为“史上最强”，就看他们能否

“一站到底”，让美梦成真了。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
82名运动员将参加5个大项55个小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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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收杆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轮36洞的角

逐，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和省高尔夫球协会联合
主办的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第一站）暨

“金大星杯”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公开赛，7日
在儋州古盐田高尔夫球俱乐部收杆。

韩国球手表现突出，夺得了总杆男子A组、B
组和女子B组3项冠军，中华台北球手张昕樵夺
得了总杆女子A组冠军。其余各组的冠军均为
中国内地球手获得。他们分别是刘恩骅（男子C
组）、叶震（男子D组）、顾亮亮（男子E组）、虞雅婷
（女子A+组）、张隽源（女子C组）、赵翊涵（女子D
组）、王墨钰（女子E组）。

本年度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一共6站。
本次比赛是拥有中高协和世界业余双重积分的海
南省青巡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123名小球手
报名参赛，其中包括来自泰国、加拿大、新加坡和
韩国的国外球手。

秀英“迎春杯”篮球赛
将于大年初三开打
海口市15支乡村篮球队参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海口市第十四届秀英
“迎春杯”篮球赛，将于2月18日（大年初三）至2
月21日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儒益村篮球场鸣
哨开赛，海口市15支乡村篮球队将进行42场角
逐。2月18日上午，本届比赛的东道主儒益村将
与水头村打响揭幕战。

据悉，15支参赛队伍分别来自秀英区和龙华
区的苍东村、滨濂村、书场村、滨涯村、秀英村、水
头村、业里村、永庄村、向荣村、周仁村、苍西村、新
村、头铺村、儒益村和玉沙村。凡是15个村的村
民或外出工作、求学人员都可报名参赛。十五支
队伍先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各组前两名
晋级交叉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上届比赛的前
四名将被列为四个小组的种子队。

秀英区“迎春杯”篮球赛于2005年创办，此后
比赛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举办，由各村轮流承办，
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三届。赛事旨在加深各村之
间的交流，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通过篮球赛让村
民们参与到体育锻炼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秀
英“迎春杯”篮球赛吸引越来越多球队的参与，已
成为春节期间海口市乡村的一项重要文体活动，
成为我省农民体育的一项重要品牌赛事。

克利伯帆船赛三亚站将办体验活动

“三亚号”航海日招募水手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2018克利伯环

球帆船赛三亚站活动将于2月27日在三亚举行，
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发出了航海日招募水手
的通知。被招募者将与“三亚号”水手共同操作，
扬帆三亚湾，体验航海乐趣。

这是“三亚号”第一次对公众开放，招募爱好
者出海体验航海的乐趣。“三亚号”由澳大利亚籍
女船长Wendy率队，64名水手来自世界各地，其
中包括18名三亚大使船员。该船2017年8月20
日从英国利物浦启航后，途经乌拉圭、南非开普
敦、澳大利亚等地，累计航行两万多海里，目前暂
居总排名榜第一名。2月22日，参加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的11支船队将到达三亚。

CCTV贺岁杯中日韩围棋争霸赛

朴廷桓胜柯洁夺冠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王浩宇）

2018年第六届CCTV贺岁杯中日韩围棋争霸赛
决赛6日在中韩棋手柯洁九段和朴廷桓九段之间
展开，最终朴廷桓执白中盘屠龙战胜柯洁，成为首
位在贺岁杯夺冠的韩国棋手，并获得冠军奖金80
万元人民币。

作为目前棋坛最受关注的一对劲敌，柯洁和
朴廷桓过往交手13次，柯洁7胜6负稍占上风。
在去年的智英赛上柯洁两胜朴廷桓，个人赛决赛
他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男子个人冠军。

朴廷桓本次问鼎冠军打破了中国棋手在贺岁
杯上的“垄断”，前5届比赛都是中国选手夺冠，其中
柯洁在过去两届连续登顶，可惜没能实现三连冠。

“今天下得很一般吧，开局在上面亏了不少，
这棋其实已经没多大机会了，最近可能是棋感上
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输
了棋的人，或者说失败者，就连呼吸都是错的。所
以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只希望下一
次能够赢回来。今年的世界大赛有好几项，希望
能够有好的发挥。”柯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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