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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说起椰子，大多数国人都会想到海南，也会想到椰树牌椰
汁。

海南栽种椰子自汉代开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优势，海南成为中国主要
的椰子产地，产量占全国的90%。利用海南丰富的椰子资源
生产植物蛋白饮料，做得这么好喝而广受大众喜爱的，当属椰
树集团。可以说，椰子树是海南一种具有标志性、象征性意义
的果树。椰树集团生产的椰树牌椰汁则是海南一张绚丽、响亮
的名片。

作为一个地道的海南人，在所有饮料当中，笔者最喜欢喝
的就是椰树牌椰汁了。小时候常喝椰树牌椰汁，每一次品尝这
种人间美味，那感觉都是那么美妙。

不仅仅是我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是很喜欢喝椰树牌椰
汁的。几乎每次聚会、派对，大家都独爱椰树椰汁。喝的时候
每每会说上那句有名的广告语：“椰树牌椰汁，每天一杯，白白
嫩嫩。”记得有一次，有人当场朗诵自己的佳作：“每天一杯椰树
牌，不辞长作海南人。”有几个人随之点赞，欢叫声哄然而起，场
面十分热闹。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椰树椰汁呢？笔者私下里有问过朋
友，回答都差不多：好喝！为啥椰树牌椰汁好喝？好在椰树牌
椰汁是用新鲜椰肉榨汁制成的，在最大程度上保留鲜椰肉的营
养成份，营养均衡，原汁原味，对人体有保健作用。如果不是这
么好，怎么能够荣登国宴，能够保持这么多年的好口碑？椰树
牌椰汁敢承诺，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激素，不加防腐剂。

椰树牌椰汁—海南的名片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地税一稽公〔2018〕1号
海南义丰投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码：460100284079362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
纳税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8年2月5日起阻止你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焦伟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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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阻止出境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税阻〔2018〕1号）。自本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税阻〔2018〕1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2月8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地税一稽税阻〔2018〕1号
海南义丰投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码：460100284079362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
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8年2月5日起阻止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焦伟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
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2月8日

受委托，定于2018年3月5日15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物：

1、某公司100%股权，该股权项下拥有位于定安县丁湖公
路西侧军坡96092.27平方米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竞买保证
金：500万元。

2、某公司100%股权，该股权项下拥有位于琼海市黄竹互
通立交出口处东侧7396.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用途为
维修服务业、商贸、生活住宅用地。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3
月4日17时止。

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14号
联系电话：66745877翁先生 66532003 吴先生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80305期）

文昌吉方实业有限公司向我委报来《建筑面积修改申请》等相
关材料,拟申请调整观澜湾海景酒店项目地下室面积。经核查，该
项目位于文城镇清澜办事处溪园丁村南侧地段，2013年8月7日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临）建字第 469005201300116
号》，批建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3320.03平方米（折合54.78亩），总
建筑面积36517.0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1778.64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4738.44平方米），容积率2.35，建筑密度15.90%，绿
地率35%，停车位257个。本次申请调整的主要内容为：地下室建
筑面积由4738.44平方米调整为5361.78平方米，其他规划指标保
持不变，具体详见附图。调整后的方案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
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筑方案调整等内容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2月9日至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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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良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观澜湾海景酒店”项目

地下室调整的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2月9日

恢复拍卖公告
由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原定于2017年9月

14日10:00举行的拍卖会（公告内容详见2017年8月

17日《海南日报》），因故于2017年9月14日中止。现

恢复拍卖，拍卖时间定于2018年3月7日10:00。其

他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拍卖机构：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31355988 13707589398

地址：海口市国贸玉沙路19号城中城A栋4楼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

拍卖公告
受琼中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委托，定于2018年3月7日上午

10:00在琼中县委党校一楼会议室公开拍卖：琼中公务用车涉改
取消车辆共29辆（详见《拍卖处置机动车辆情况清单》）。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5000元/辆。展示地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
第一办公楼对面停车场。展示时间：2018年3月5日至3月6日。
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3月6日17：30前
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户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户：11008495530501）。竞
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3月5日至6日上午8：
30—下午17：30（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证）。报名
地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宾馆。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车辆
按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竞买人承担，
拍卖车辆不含车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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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车辆过户手续。拍卖机构：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电话：
32855875 13322006990 13647547066

据新华社平昌2月8日电 （记
者姬烨 周凯 王君宝）9日的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韩两国冬
奥代表团将携手共同入场，这将为预
计中“冻”人的开幕式增添不少暖色；
而奥运“五朝元老”张昊也将携手新
搭档于小雨，在开幕式前率先亮相花
样滑冰团体赛。

9日晚在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

举行的开幕式上，朝韩两国冬奥代表
团将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这将成为奥林
匹克运动的历史性时刻。

开幕式的主题是“和平”，将以五
位儿童开启寻找和平的冒险之旅为
主线，讲述人类通过沟通打造和平世
界的故事。备受关注的点火仪式是
否如韩国媒体预测那样——由人工

智能（AI）接下火炬传递最后一棒，
用独特方式点燃主火炬？悬念将在
最后一刻揭晓。

开幕式举办地是露天场馆，此前
在开幕式彩排时，文字记者席桌面结
了冰。国际奥委会6日已表示，当地
奥组委将向开幕式所有观众提供包
括暖宝、帽子在内的保暖“六件套”，
而运动员也可提前离场。

开幕之前，中国队选手将在花
样滑冰团体赛、冰壶混双、自由式滑
雪雪上技巧比赛中登场亮相。其
中，33岁的张昊将与小将于小雨一
起代表中国出战团体赛双人滑短节
目。从2002年的盐湖城到如今的
平昌，张昊即将第五次踏上冬奥赛
场，他说自己很享受，依旧会像
2002年那样去闯。

9日还将进行花样滑冰团体赛男
单短节目比赛，中国选手闫涵将参赛。

在9日的冰壶混双循环赛第三
和第四轮比赛中，王芮/巴德鑫将迎
战加拿大队和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
克运动员队。

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也将在9
日开战。中国队两员小将王金、关子
妍将联袂出战。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中国
19岁小将谢尔豪五段在8日于日本
东京进行的第22届LG杯世界棋王战
决赛决胜局中，执白中盘击败日本“七
冠王”井山裕太九段，以总比分2：1夺
冠，成为中国第20位围棋世界冠军。

问鼎 LG 杯后，1998 年 9 月 26
日出生的谢尔豪超越另一名中国小
将、去年 12 月夺得三星杯的辜梓
豪，成为目前世界棋坛中最年轻的
世界冠军。根据中国围棋协会的相
关规则，荣膺世界冠军的谢尔豪段
位直升九段。

而谢尔豪以19岁4个月12天的
年龄成为世界冠军，在夺得首个世界

冠军最年轻棋手的排名上，超过李世
石排名全球第7位。在这项纪录上，
排名前6名的棋手依次为李昌镐、范
廷钰、柯洁、芈昱廷、朴廷桓、朴永训。

谢尔豪征战本届LG杯是从预选
赛打起，晋级之路上接连战胜连笑、
元晟溱、江维杰等多位名将后，首次
闯入世界大赛决赛。井山裕太这边
在半决赛逆转击败中国围棋第一人
柯洁，是日本棋手时隔11年再次闯
入世界围棋大赛的决赛。在分别于
5日和 7日进行的决赛前两局比赛
中，谢尔豪首局执白中盘获胜占得先
机，但井山裕太在第二局一度十分被
动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半目优势将

总比分追成1：1。
决胜局猜先谢尔豪执白，起手白

2落子左下三三，序盘你来我往后，白
方左上角实空很大，黑方则在右边路
筑起大阵势。一番长考后，谢尔豪白
90平地起惊雷，孤子打入右下角黑
阵，面对井山裕太连番的强杀，谢尔豪
处理得当，至白132彻底活出治孤成
功，赢面极大。不愿放弃的井山裕太
此后在左上展开最后一搏，但谢尔豪
沉稳应对没有重蹈第二局被逆转的覆
辙，至226手井山裕太认输。

谢尔豪夺冠后，中国围棋协会发
出贺电，称其为少年“打虎英雄”，并望
他争取新的佳绩。

LG杯世界棋王战决赛力克井山裕太

谢尔豪成目前最年轻围棋世界冠军

“观澜湖杯”
冬训足球邀请赛收兵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一周
60场比赛的角逐，“观澜湖杯”冬训足球邀请赛昨
天在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落幕。洛阳北二分校队
和南京易胜北小队分别获得了甲组和乙组的冠军。

获得甲组亚军和季军的分别是琼中男足1队
和中海足球俱乐部队。获得乙组亚军和季军的分
别是琼中男足2队和巴萨足校队。最佳阵容奖由
南京易胜北小、洛阳北二分校、琼中女足队三支队
伍获得。最佳团队奖由巴萨足校、中海足球俱乐
部、重庆优贝竞技以及琼中女足获得。

本次比赛吸引了海南省足协队、海口巴萨足
校队等省内外共12支10岁和11岁年龄段球队
参加。在赛事举办期间，海口巴萨足校为参赛球
员提供了原汁原味的拉玛西亚足球专项训练课，
并为参赛队伍的教练提供教练培训以及举行相关
足球青训论坛。

高尔夫女子中巡赛
资格考试海南开杆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年中国女子职业
高尔夫球巡回赛资格考试2月7日在海南神州高
尔夫球会开杆，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89
位选手参赛。

本次资格考试赛制将采用3轮54洞比杆赛，
排名位于前30位的球员（不含并列）将获得2018
年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的全卡。

此次资格考试的参赛阵容中近一半为业余球
员，18岁以下的选手也不在少数，其中包括在中
国青少年赛事中表现出色的金蔓、权容慧、张婧文
等年轻选手。2000年出生的朝鲜族女孩金蔓，在
2011年以11岁的年纪成为中国高尔夫球业余公
开赛历史上最年轻的选手。同年出生的河南球手
张婧文，凭借CGA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员积分
榜第一位，拿到了2016现代汽车中国女子公开赛
的参赛资格。

女子中巡资格考试自2011年设立，今年已经
进入第八届。自2013年加入世界积分组织后，女
子中巡就成为了亚太球员争取世界积分的主要平
台之一。

■ 意甲第24轮前瞻

尤文再度冲击榜首
北京时间2月10日凌晨，意甲第24轮首场

比赛开战，佛罗伦萨主场迎战卫冕冠军尤文图
斯。佛罗伦萨近况不佳，尤文虽客场作战，也有很
大机会全取3分。

本赛季那不勒斯向尤文图斯的霸主地位发起
强烈冲击，冠军争夺十分激烈。最近几轮两队互
不相让，你赢我也赢，那不勒斯一直以1分的优势
力压卫冕冠军。本轮尤文的比赛在前，若能获胜，
将暂时登顶过一把“榜首瘾”。而那不勒斯次日对
阵排名第三的劲敌拉齐奥，若有闪失，尤文就可能
真正实现反超。

佛罗伦萨是意甲老牌劲旅，但本赛季表现下
滑，前23轮8胜7平8负积33分排名第十一位。
有点奇怪的是，佛罗伦萨本赛季的主场表现还不
如客场，11个主场4胜4平3负只拿到16分，最近
4个主场未尝胜绩。本轮佛罗伦萨主场作战，看
起来也不算什么有利因素。

尤文前23轮19胜2平2负积59分，仅落后
领头羊那不勒斯1分。尤文近期状态火热，在各
项赛事中已取得10连胜。值得注意的是，尤文本
赛季客场战绩十分出色，11个客场9胜1平1负，
胜率高达87%。如此看来，尤文本轮全取3分问
题不大，能否真正登顶成功，就等着看那不勒斯在
主场能否拿下拉齐奥了。

■ 林永成

冬奥会冰壶混双赛开战

中国组合首日一胜一负

据新华社平昌2月8日电（记
者严蕾 王镜宇）在8日晚进行的平
昌冬奥会冰壶混双赛第二轮比赛
中，中国组合王芮/巴德鑫以8：7险
胜东道主韩国。

当天上午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惜
败瑞士队。经过一轮失利，中国队调
整心情、重头再战，开局就先获2分。
韩国队在第二局挽回1分，但中国队

在随后两局中又将比分扩大至6：1。
进入下半场，第5局韩国队布局

精妙，一举获得4分，将比分扳至5：
6。第六局，韩国队出现失误，中国
队再获1分。双方在第7局打成7：7
平，第8局双方都出现失误，中国队
在最后一投时未能把握机会，双方
都未能得分。

进入附加赛。韩国队选最后一

投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中国队以
8：7险胜。

中国选手巴德鑫在赛后说，当天
的比赛双方都尽了全力，最终中国队
获胜，关键在于没有放弃。“我们拼到
了最后。这就是冰壶的魅力，永远不
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冬奥会冰壶混双赛有8支队伍
参加，首先进行单循环预赛，预赛排

名前四的队伍将进入半决赛。
在8日的比赛中，瑞士获得两

连胜，排在首位。随后美国、加拿
大、韩国、中国、挪威以及来自俄罗
斯的奥林匹克选手都是一胜一败，
芬兰两连败。

据新华社平昌2月8日电（记
者王镜宇 严蕾）平昌冬奥会冰壶混
双赛8日上午揭开战幕，中国组合王

芮/巴德鑫循环赛首战经过加赛以5：
7惜败于世界冠军、瑞士组合普瑞特/
里奥斯，比赛中出现了一个争议球。

在第八局比赛中，出现了一个
小插曲。前七局比赛，中国队以4：5
落后。关键的第八局，巴德鑫在本
方第四壶的精准一掷让中国队处于
非常有利的形势。王芮完成最后一
投之后，需要经过测量确定中国队
得两分还是1分。如果中国队拿到
两分，就将成功逆转终结比赛。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巴德鑫和
瑞士队的里奥斯都试图去移动中国队
位于圆心位置的球，双方的手发生接触
之后改变了中国队另一个可能得分的
关键球的位置。最终，裁判判定中国队
得1分。双方在常规的8局比赛中打
成5：5，只能通过加赛分出胜负。

在第九局的加赛中，普瑞特在本
方的第四壶投出了一个漂亮的站位，
瑞士队最终得到两分，险胜过关。

中国冰壶队教练张志鹏对当时
的情形作出了解释。他说，当时巴
德鑫在拿圆心的球，那个球已经确
定得分了。他想把圆心的球移出
来，好让裁判下尺量球。这时对手
也上来推球，推了巴德鑫的手之后
碰到了我们本方的球。最终，裁判
认定中国队得到1分。

在2016年和2017年世锦赛上，
王芮/巴德鑫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本届冬奥会，他们将力争佳绩。

开幕式“冻”人也动人 花滑赛“元老”带新兵今日看点

CBA第37轮 上海胜深圳进季后赛还有戏
2月8日晚，在CBA第37轮首场比赛中，上海队主场以93：82力克深圳

队，仍然保持着进军季后赛的希望。图为上海队外援弗雷戴特（左）在比赛中
传球。 小新发

中国队选手巴德鑫（右）与王芮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